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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摘要：轮轴是高速动车组安全运行的关键部件之一，而且由于列车运行速度的不断

提高，它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车轴的疲劳强度也有更加严

格的要求。在复杂的环境中运行，车轴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状况，比如车轴遭到轨

道上道砟或碎石等异物的撞击，致使其表面留下一定深度的缺口。尽管发生的可能

性微乎其微，但一旦出现，缺口在随机载荷下极有可能萌生出裂纹，并在运行过程

中逐渐扩展，达到临界尺寸，甚至发生断轴事故，进而带来人员伤亡及公共财产的

损失。因此为保障列车车轴的运行安全，本论文主要针对遭到异物冲击并在表面留

下一定深度缺口的车轴，研究其强度变化并计算裂纹萌生寿命，进而为车轴检修周

期以及管理方法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主要研究内容总结如下：

(1)调研车轴在运行过程中遭到碎石等异物击打所造成缺陷的形状，查阅文

献得到车轴钢的疲劳性能参数，，具体包括车轴钢的孓Ⅳ曲线、裂纹扩展的门槛值、

裂纹扩展速率参数及缺口．孓Ⅳ曲线的计算方法。

(2)参照UIC510-5标准，对轮轴进行有限元仿真计算，得到轮轴受力状态，

选取危险截面布置桥路，随后进行跟车试验，对实测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相对应的

应力谱。
‘

(3)选取车轴的危险截面以及易受异物击打的位置插入缺口，建立包含缺口

的空心车轴有限元模型，根据相关标准施加载荷及约束并进行仿真计算，得到带有

缺口的车轴受力状态和缺陷处的应力集中系数。再通过平滑。洲曲线估算缺口尽
Ⅳ曲线，并结合Miner法则及实测应力谱预测不同缺口处的裂纹萌生寿命。

(4)通过两种方法来分别求解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一种是解析法，由

圆柱表面裂纹解析模型修正得到空心轴表面裂纹解析模型，再通过公式计算得到

参数值；另一种是仿真法，结合FRANC3D和ANSYS建立包含裂纹的有限元模

型，通过仿真计算得到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规律。对比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确定

有限元仿真法的可靠性。再将其与应力强度因子门槛值进行对比，判断裂纹是否会

进行扩展。

图52幅，表8个，参考文献52篇。

关键词：有限元；疲劳强度；裂纹萌生；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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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Wheel and axle is one ofthe key components to insure the operation safety

of high speed train．Wim the speed of the high speed train improved．the fatigue of wheel

and axle is proposed more strict requirements；Running in avicious environment，the axle

will inevitably encounter some unexpected situations，such as the axle is struck by ballast

or deb，ris on the track，leaving a deep gap on its surface．Under this condition cr．acks can

initiate and grow to the critical size，which will bring a great hide safe trouble，causing

casualties and loss of public property．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train ax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atigue 1ife．which is very importment for the axles examine and

repair management．The mainly work are follows：

(1)Investigate the shape of the defects caused by the debris hitting the axle．Get the

fatigue property parameters of axle steel by consulting literatures，including the S-N curve

ofthe axle steel，the threshold value ofcrack propagation，the crack growth rate parameter

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notched S．N curve．

(2)Refer to UIC5 1 0—5 standard，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ofthe wheel axle to get the force state，Selecting dangerous cross section to arrange bridge

road and then test．Get the stress spectrum by processing the measured data．

(3)Establishing a finite elementmodel with gaps in wheel axle hazardous locations．

Get the force state and stress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finite

element．Estimate the S-N curve of the notch by the smooth s-N curve．Calculate crack

initiation life at different notches based on Miner rule．

(4)Get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by analytical method and simulation method．

Calculate the strength factor by the formula；Calculate the simulation solu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by FRANC3 D and ANSYS．Determin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method by comparing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two methods．

Judge whether the crack will be extended by comparing the value of the intensity factor

and the threshold value．

Key words：FEM；Fatigue strength；Crack initiation；Stress intensit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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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1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 引言

高速列车在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升，人们也越来越多地选择高铁作为出行工具。不单在中国，高速列车在世

界许多国家都受到了重视，主要因为其拥有着以下特质：灵活、方便、快捷、安全，

可靠、舒适等。伴随这几十年的研究与发展，世界各国研制出了各种型号的动车组，

当前常见的动车组型号有中国的复兴号及和谐号、日本新干线、德国ICE、法国

TGV、欧洲之星、瑞典XZ000和美国ACELA等川。

为全面提升中国高速铁路动车组设计、软件开发、制造技术水平，打造适合中

国路情、国情的动车组制造平台，实现我国动车组标准化、自主化和系列化，促进

动车组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自2012年以来，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主导

下，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技术牵头，集合中车集团及相关企业的力量，我国大力

开展了关于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研制工作。

2017年6月26日，复兴号正式亮相于京沪高铁线路、，这完全是我国自主创造

研发的高速铁路动车组。列车轮轴的作用至关重要，其在实际线路运行时，承受着

各种各样的受力工况以及线路状况，这意味着轮轴的工作环境比较复杂恶劣。随着

复兴号速度的提升，我们对轮轴的质量、抗疲劳性能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只有高

质量的轮轴才能保证列车的平稳及安全运行。轮轴一旦由于疲劳或其他意外情况

而断裂，则后果不堪设想。1998年，德国ICE城际特快列车轮箍断裂而引发列车

脱轨事故，此事故引起了全球的震动，其造成的后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大

量调查研究及分析，发现2／3的轮轴故障是由疲劳损伤引起的[21。因此，我们要严

重的对待轮轴疲劳失效的问题，不断地提高轮轴质量以及抗疲劳性能。

高速列车的发展趋势必然朝着高速、重载、安全等指标发展【31。但是随着车速

的提升、载重的增大，列车受到的轮轨力也必然增大，在相同的路况下，其受到的

疲劳损伤更大。所以轮轴和钢轨的寿命会随之降低【41。

轮轴是高速列车转向架的主要承重部件。一旦轮轴出现缺陷，那么缺陷会在随

机载荷的作用下萌生出裂纹，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轮轴断裂，造成不可估计的后果。

目前，高速列车引起的重大事故还时有发生，其中车轴断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车

轴断裂一般是由裂纹引起的，但是裂纹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较小的裂纹和某些部位

的裂纹不易被探测到，但是裂纹会在随机载荷的激扰下发生扩展，所以车轴断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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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突发性。车轴的断裂不仅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还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

展，造成恶劣的社会舆论影响，致使人们对高速铁路事业的质疑。

列车在高速运行时，当遇到不平顺的线路状况或通过道岔时，列车也会受到较

大的冲击力。虽然它的作用时间不长，但是这将使车轴上的簧下质量产生69一189

之间的冲击加速度【51，因此，我们对列车轮轴有着更高质量、高强度的需求。为了

减缓列车高速通过不平顺路线或道岔引起的冲击力，有必要减小列车的簧下质量。

列车轮轴属于簧下质量，因此列车轮轴一般为空心车轴。列车轴重、簧下质量减小，

可以降低动车组运行时对线路的动力作用，降低维修费用。

据统计，列车车轴的损伤大概有67％是由疲劳导致的。设计者通常基于材料

的疲劳极限的无限寿命理论来设计车轴。但是根据车轴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这种

设计方法并不能完全保证列车车轴的运行安全，从各厂家的调研报告中，我们仍可

以看到些许的车轴失效现象发生。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列车车轴在加工生产以及运

营维修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在车轴上留下一定程度的损伤。当车辆在高速运行

过程中，轮轴又处于极其复杂、恶略的环境之中，比如雨水冲刷、高温暴晒、油浸

腐蚀、不平顺路况和飞石的击打，这均将会给列车轮轴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尤其

是飞石的击打。列车在这种状况下行驶，极有可能会发生人们不可想象的后果。在

上述状况之外，轮轴损伤仍有部分不确定性与限制性的因素影响：

(1)列车轮轴在其整个工作寿命期间，其所受到的载荷循环次数的影响。在

日本，新干线车轴一年所受到的应力循环次数有108次，其运营路程大概为30万

km；在欧洲国家，高铁车轴一年所受到的应力循环次数有1．5x108次，其运营路程

大概为40万km；在我国，和谐号车轴一年所受到的应力循环次数有2．2x108次，

其运营路程大概为60万km。高速列车轮轴的设计寿命为20年，则日本的新干线

在其整个寿命期间所经历的应力循环次数达到2x109次，欧洲国家的高速列车在

其整个寿命期间所经历的应力循环次数达到3x109次，中国的和谐号在其整个寿

命期间所经历的应力循环次数达到则达到4x109次。然而在设计的疲劳寿命之内，

轮轴所经历的应力循环次数为107次，所以，统计到的日本新干线、欧洲国家高速

列车和我国的和谐号所受到的应力循环载荷次数均远远超过设计值。因为列车轮

轴是基于一定的标准来设计的，在标准之中，列车轮轴所受到的载荷理想化为固定

载荷，所以这与列车实际线路运行中所受到的随机载荷是不相符的，因此，基于现

在的标准设计出来的轮轴依然存在着不安全性。

(2)由外界环境等因素的作用，致使列车车轴表面出现缺陷，如文献[6]所述，

高速列车在雨雪、大风及沙尘暴等恶劣天气中行驶，通过隧道以及道岔时，车轴容

易遭到碎石等异物的冲击。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且车轴受到一些较小或不坚硬

的异物击打之后，可能不会出现缺陷，但是一旦列车车轴被击打出缺陷，那么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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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可能达到2mm，并且缺口可能存在尖锐角。不仅如此，车轴遭到击打之后，

车轴表面的油漆被击破，在恶略的环境之中，列车车轴极易遭到腐蚀破坏。列车轮

轴出现缺陷且在腐蚀的作用下，缺陷会极易萌生出裂纹并且迅速发生扩展。

列车车轴进行损伤检测时，有可能一些特N4,的缺陷检测不出来，出现漏检的

情况，那么缺陷萌生裂纹寿命租车轴检测周期之间的关系将严重影响着车轴的运

行安全问题。假如在损伤检测之后，列车车轴就遭到飞石异物的击打等意外情况，

造成列车车轴表面出现缺陷，那么缺陷的裂纹萌生寿命长短能否大于一个轮轴的

损伤探测周期，这严重影响了列车车轴的运行安全性能。假如缺陷的裂纹萌生寿命

超过了列车车轴的一个损伤检测周期，那么在下一次损伤检测时缺陷还没有萌生

出裂纹，缺陷即可被检测出来，保证了列车的运行安全。但是如果缺陷裂纹萌生寿

命小于列车车轴的一个检测周期，那么在下一次列车车轴损伤检测之前，车轴表面

缺陷即可萌生出裂纹，裂纹在随机载荷的作用下以及复杂工况和环境之中迅速发

生裂纹扩展，这将危及到这列车乘客的人身安全及社会财产。因此，研究缺口对列

车车轴寿命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实际情况和累积的丰富经验分析，要合理的定期检测轮轴疲劳损伤，并且

设计出能够承担一定程度疲劳的车轴，对高速列车的运行安全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给予列车乘客和社会财产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在航天工业与航空领域，基本不再

采用以往普通的设计寿命方法，取而代之的则是疲劳损伤容限设计方法。该方法一

般会定期的检测构件的重要部件，分析不同种类、形状的缺陷对关键部位的影响程

度，并且通过疲劳损伤累积方法估算缺陷的裂纹萌生寿命、采用Paris公式估算裂

纹扩展寿命。列车在运行过程中，由碎石及其他异物造成车轴表面缺陷萌生裂纹会

严重影响着列车车轴的寿命。高速列车车轴同航空航天的零部件一样，它们的疲劳

过程有以下三个阶段：裂纹萌生、扩展阶段和车轴断裂失效【71。一般情况，列车轮

轴的寿命包括缺陷裂纹萌生寿命与裂纹扩展寿命。在列车运行过程中，轮轴没有受

到碎石等杂物的击打，则轮轴的疲劳寿命基本上就是裂纹萌生的时间，裂纹扩展的

时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不同的是，当有缺陷存在的情况下，缺陷萌生裂纹的时间

充任不了整个轮轴的寿命。列车车轴一旦出现了裂纹，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如

果继续工作运营，车轴极有可能发生断裂。因此，为了给高速列车的检修及运营提

供合理的时间依据，很有必要研究裂纹的萌生及扩展寿命。

至今，厂家对列车车轴的疲劳损伤检测有以下几种方法：磁粉探伤、电涡流、

超声探伤，超声探伤分为高角度扫描和远端扫描。图1．1统计了不同疲劳损伤探测

方法对不同深度缺陷或裂纹的探出概率，由图可以发现，远端扫描超声探伤对深度

为2mm的裂纹、缺陷探出概率非常低，基本探测不出来，对于其他深度的裂纹、

缺陷探出率也不高；磁粉探伤、电涡流和高角度扫描超声探伤方法能够检测出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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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于2mm的裂纹和缺陷，但是探测概率较低，但是对于深度为2mm以上的缺

陷或裂纹可以高概率的探测出来，其中磁粉探伤方法探测出来的概率即将达到

100％，电涡流方法次之。当缺陷或裂纹深度大于4mm时，电涡流法和高角度扫描

超声探伤探测率基本相同，探测率达到95％，但是当缺陷、裂纹深度小于4mm时，

电涡流发探出率高于高角度扫描超声探伤。这些方法的探测意义不止在于能够探

测出多么小的裂纹和缺陷，更重要的是对长缺陷、裂纹及短缺陷、裂纹的探测率。

一旦出现长裂纹或缺陷漏检的情况，那么乘客安全问题以及社会财产问题会更加

严峻和不乐观。除此之外，损伤探测周期对于列车的运行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当

列车轮轴在刚刚探测结束之后就遭到一些意外因素而产生缺陷或裂纹，那么缺陷

的裂纹萌生寿命或者裂纹扩展寿命是否大于一个检测周期，这将对列车安全行驶

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为了给高速列车的检修及运营提供合理的时间周期依据，

很有必要研究裂纹的萌生及扩展寿命。

裂坡深度(mm)

图1．1不同无损探测方法对车轴不同尺寸裂纹的探出概率

Fig．1-1 Probability of crack detection in a railway axle as a funetion of the crack size and

various methods of non-destructive inspection

1．2车轴损伤及破坏的主要形式

高速列车轮轴发生断裂一般有两种形式：冷切与热切【8】。热切的原因与车轴内

在质量无关，冷切的本身性质主要如下：由于高速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不同的随

机载荷，其中部分随机载荷必将大于列车车轴设计加工时的额定值，亦或列车轮轴

的本身质量不合格而引起车轴出现缺陷或裂纹，最终导致列车轮轴发生断裂。因此

列车车轴的质量以及车轴钢材料的自身属性将严重的影响着冷切现象的发生。热

切与冷切不同的是，列车轮轴的本身质量对其影响不大。冷切引起的断裂主要发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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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轴的危险截面，轮轴危险截面在随机载荷的冲击下，会产生疲劳损伤，当这些

损伤累积到一定量时，车轴危险截面位置会萌生出裂纹，裂纹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扩

展，进而发生车轴断裂。不管车轴是否存在缺陷，冷切都会对轮轴产生作用，但是

存在缺陷的轮轴比无缺陷时的轮轴要危险的多。存在缺陷的轮轴更容易受到冷切

作用的影响，进而萌生出裂纹，这样大大的降低了轮轴的寿命。冷切断裂的发生不

需要特别复杂的环境，在常温下即可发生；其发生时有很大的突发性；同时其不需

要较大的载荷；而且发生冷切的位置不会有显著的塑性变形。因此，提高列车轮轴

自身的质量、研究列车轮轴发生疲劳断裂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冷切现象的发生对

预防冷切有着重大意义。

疲劳损伤会在列车轮轴任何部位发生【91，然而据统计发现，轮轴发生失效的主

要部位有：轴身中部、轮座两侧以及卸荷槽。因为在轮座两侧以及卸荷槽部位会有

一定的应力集中，并且复杂的工作环境对其性能会产生影响，比如说风吹雨打、高

温暴晒和油浸腐蚀等等；轮轴轴身中部极易受到碎石等杂物的击打而产生缺陷；轮

轴加工生产以及运输过程中，轮轴可能会遭到意外的机械损伤。据统计发现比较多

见的车轴裂纹和损伤的位置如图1．2所示。

轮座 轴身 卸荷槽 其它

裂纹{立置

图1-2车轴损伤形式和部位

Fig．1-2 Damage types and loeations of the railway ax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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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部环境因素给列车轮轴表面造成缺陷或裂纹，车轴内部也会存在缺陷，

这些缺陷主要包括：轴内存在缩孔、材料组织出现差异、杂质含量过高等。在轮轴

加工生产的过程中有可能造成轮轴内在缺陷，尤其是热处理阶段最容易造成内缺

陷。在列车线路运营过程中，内部缺陷同样也会发生裂纹萌生，萌生的裂纹在随机

载荷的作用下发生裂纹扩展，列车轮轴终将会发生断裂，造成车毁人伤的重大事故。

在轮轴装配过程中，轮轴过盈压装以及轴承压装过程中，假如压装失误，可能会产

生高度应力集中，从而会萌生出裂纹。由于加工精度或工人的操作问题，卸荷槽处

保证不了理想的精度要求，卸荷槽表面会留下肉眼可见的刀痕，这完全达不到轮轴

的设计标准。卸荷槽处的应力集中较大，所以此处的刀痕会短时间内萌生裂纹及扩

展，最后发生断轴的事故。卸荷槽处除了退刀时留下痕迹，还会受到轨道上积水的

冲刷以及油滴的浸透，他们均会产生腐蚀作用，在卸荷槽表面留下大小形状不一的

凹坑，这些凹坑的存在会产生更大的应力集中，凹坑在应力集中以及腐蚀的情况下

更加容易萌生出裂纹。轮座压装过程中，假如不小心将细金属丝等杂物一起压装进

去，或者压装过盈量过大，轮座内部同样会产生缺陷，同时列车在线路运行过程中，

轮座处不仅受到随机载荷的作用，而且还会受到微动摩擦以及腐蚀的作用，在这些

因素共同的作用下，轮座处会更快的萌生出来裂纹。除此之外，车轴长时间的工作

经历了腐蚀和氧化的作用，轮座压装的性能参数以及轮座在退装的过程中的轻微

碰撞均会或大或小的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列车在线路运行过程中，轴身中部更容

易遭到碎石等异物的击打，以及列车在维修检查过程中，轴身可能会遭到机械性的

破坏，这也将会严重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问题。

1．3国内外疲劳失效事故

在人们的出行中，飞机、火车、轮船和长途汽车等大型交通工具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但是一旦这些交通工具发生疲劳破坏甚至断裂，那么将会造成人员伤

亡、交通工具毁坏的严重事故，我们都不想看到这一幕的发生。1900年7月，华

盛顿一列有轨电车发生脱轨，其中43位乘客死亡、65位乘客受伤；从1942年至

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焊缝位置的疲劳损伤累积，大约有1200艘轮

船及战舰断裂失效；1954年，由英国研制出来的首款喷气式飞机在4个月内前后

发生了两起重大的坠机事故。当时剑桥大学科学家阿诺德勋爵推测飞机前半部分

发生破裂，进而引起坠机。随后经过验证，飞机金属铆钉是被直接打入金属外壳的，

而非钻入，这种方法非常容易造成细微的制造瑕疵，由于飞机处于压力不断变化的

状况中，这些小的瑕疵会演变成致命的疲劳裂痕。1985年，发生了日航巨无霸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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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事故，一架波音747．100SR客机自东京飞向大阪，机尾受损后，日航工程师没

有妥善修补。在替换损伤的压力隔板时，应当使用一整块接合板连接两块需要连接

的面板，并在上面使用两排铆钉固定，但维修人员使用了新的接合板，上面只有一

排铆钉，飞机爬升至7,000米左右高空时，压力壁面板累积的金属疲劳达到了极限，

不能继续承受气压差而发生爆裂。 ．

列车轮轴重大失效事故如下：1842年5月8日，在巴黎发生了第一起轮轴断

裂失效，造成列车脱轨致使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1884年，英国一列火车以80Km／h

的速度运行时，列车的一根车轴突然发生断裂，致使火车脱轨；1998年6月3日，

发生了震惊全球的艾雪德列车出轨事故，该事故是一宗发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

勒区艾雪德村落附近的严重铁路事故，列车在运行过程中，车轮外钢圈由于疲劳累

积而突然发生爆裂，最终导致100人死亡，88人受伤。据统计分析，自1878年至

1892年，英国大约有5300根轮轴发生不同形式的失效。但是调查发现，近年来英

国每年的列车车轴失效根数仅有1至2根【10】。在北美，1998年至2002年期间发生

了52起事故。在我国，从1974年至1993年期间，每年平均有3至4根车轴发生

断轴失效，造成严重的人身安全以及社会财产的损失【11】。调研带有缺陷的35000根

轮轴，图1．3统计了我国存在裂纹的列车车轴的寿命。

由图1．3可知，寿命大于32年、小于5年的列车车轴基本不存在；大部分车

轴的寿命区间为5年至20年。位于该寿命区间的车轴裂纹一般萌生于容易出现缺

陷的位置，这些缺陷在复杂的环境和随机载荷的作用下萌生出裂纹。车轴如果在加

工生产过程中出现缺陷或车轴热处理出现问题，那么其寿命将会低于5年。

2500

2000

掣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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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车轴使用寿命分布曲线

Fig．1—3 Distribution curve of the service lifes of the railway axles

万方数据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4国内外车轴疲劳强度研究现状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程师斯蒂芬森制造出了在钢轨上行走的蒸汽机

车，火车正式问世，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正式将其投入使用。紧随其后，美

国、欧洲国家也开始制造火车以及修建铁路，最终，火车逐渐步入至各个国家。在

火车问世之前，人们一般基于双腿或骑马出行，所以，火车的出现大大的减少了人

们出行的时间、增多了各地人们之间的交流并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火车问

世之前，从未有金属材料承受过如此高水平的随机载荷，而且人们忽略了这一因素，

所以出现了多起列车轮轴疲劳失效的事故。

苏格兰人Rankine W．J．M在1843年发表了第一篇跟疲劳相关的论文，在这篇

论文里，RankineW．J．M提出随着轮轴自身材料性能的变化，其质量逐渐降低，抗

疲劳强度也降低。列车车轴轴肩处应力集中较大，这严重降低了轮轴的抗疲劳性能，

Rankine W．J．M指出增大轴肩半径可以减缓该问题。Galton与James在1848年做

了车轴在交变载荷作用下的试验。随后，德国人August wohler研制出了第一台做

轮轴疲劳试验的机器，并且提出了疲劳极限的定义及闻名的墨Ⅳ(应力一寿命)曲线。

1924年，Palmgren提出了疲劳累积的概念，A．M．Mine基于该概念提出了著名的

Palmgren—Miner线性疲劳累积损伤法则(一般简称为Miner法则)。

最近几年，铁路交通行业得到了国家的重视，随着列车速度的不断提高、载重

不断增大，列车高速运行的稳定性和承重量成为了我们重视的问题。在复杂及恶劣

的环境中，轮轴也需要提高其抗疲劳性能【12，”]。

黄国等人通过旋转弯曲疲劳试验研究了45钢的疲劳性能，试验分别对轮轴光

滑试样以及缺口试样进行研究，其中测得光滑试样的疲劳极限值为325MPa，深度

为0．75mm的缺口试样疲劳极限值为1 82MPa。发现缺口存在的情况下，其疲劳极

限值远远低于光滑试样疲劳极限值，其中洲曲线也下移较大【14】。
基于断裂力学的思想，马利军评估了轮轴的服役寿命问题。通过相关实验分析

得到车轴钢的疲劳极限值、门槛值、断裂韧度和疲劳扩展速率[15]。

景启明【16]从理论和实验上深入研究了EA4T车轴钢的疲劳可靠性，建立了

EA4T钢的概率循环本构模型、疲劳长裂纹扩展的概率模型、随机洲关系的概率
模型、概率疲劳极限、断裂韧性的合理统计模型等。

1．5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及主要方法

在高铁飞速发展的时代，轮轴的质量安全及疲劳寿命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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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该背景下，本论文基于小碎石等杂物所引起车轴表面出现缺陷的问题，对表面缺

陷的裂纹萌生寿命、裂纹前缘强度因子问题展开研究。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讲述了该论文的选题背景，调研了轮轴的裂纹及缺陷的主要形式和位

置，以及造成这些缺陷和裂纹的主要原因，并且统计分析了裂纹轮轴的寿命，调研

了国内外疲劳失效事故和轮轴疲劳强度的研究现状。 ．

第二章调研了车轴运行过程中遭Nd,飞石等异物击打所造成缺陷的形状，车

轴钢的疲劳性能参数，包括车轴钢的．孓Ⅳ曲线、裂纹扩展的门槛值以及裂纹扩展

速率参数。查阅文献获取缺口洲曲线的计算方法。
第三章进行了测力轮对实验，在重庆一宜昌东．汉口线路上对车轴疲劳载荷进行

测试及评价，参照UIC5 1 0—5标准，对轮轴进行有限元仿真计算，得到轮轴所受应

力状态，选取危险截面布置桥路，随后进行跟车实验，根据雨流计数法，对实测的

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相对应的应力谱。

第四章在轮轴的危险截面以及易受异物击打的位置建立含有不同形状缺陷的

空心车轴有限元模型，根据标准进行有限元仿真计算，得到带有缺陷的轮轴应力状

态和缺陷处的应力集中系数。通过缺口．洲曲线的计算方法估计这些缺陷处的孓
Ⅳ曲线。运用Miner法则、缺口孓Ⅳ曲线和实测应力谱估算不同缺口处裂纹萌生寿

命。

第五章由圆柱表面裂纹解析解模型修正得到空心轴表面裂纹解析模型，通过

解析模型计算得到裂纹前缘强度因子。通过FRANC3D和ANSYS，将轮轴分出子

模型和整体模型，分别在有缺陷情况下和完整轮轴的子模型插入不同深度、形状比

的裂纹，子模型与整体模型相结合通过有限元仿真计算得到轮轴表面裂纹前缘的

应力强度因子变化规律，观察有无缺陷时轮轴表面裂纹强度因子的差异。将强度因

子的解析解和有限元仿真解对比，确定有限元仿真解的可靠性。

第六章对整篇论文进行总结并且展望以后的研究工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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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轴钢疲劳性能研究

2．1 疲劳概念及金属材料的疲劳分类

2．1．1疲劳概念

疲劳或疲劳损伤的概念如下：由于循环应力的作用，改变了材料性能，经过一

定的应力循环之后，材料萌生出裂纹，亦或发生断裂的情况即为疲劳损伤。定义在

一个循环变化的应力作用下为单轴加载，其中最大应力幅为O'max，最小应力值与最

大应力值的比值为应力比R，应力幅值tXa为(最大应力值．最小应力值)／2，平均应力

O'm为(最大应力值+最小应力值)／2。依此可定义下面的载荷形式，如图2．1：

(1)对称拉／压循环载荷：仃。=0，尺=．1

(2)非对称拉／压循环载荷：0<O'm<嘞，一I<R<0

(3)载荷重复的拉／拉循环载荷：R=0

(4)载荷交变的拉／拉循环载荷：tTm>tTa，0<R<I

纫 一

O

众⋯7～
a)对称循环拉压 b)非对称循环拉压

c)循环拉压

图2．1疲劳加载形式

Fig．2-1 Fatigue loading patterns

d)交变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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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试验和材料协会(ASTM)将疲劳定义为[17】：在扰动应力的作用下，某些部

位产生疲劳，随后，在循环应力的多次作用之后，该部位结构发生变化，产生缺陷

或者裂纹等等。1842年5月8日，在巴黎发生了第一起轮轴断裂失效，造成列车

脱轨致使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该事故引导学者们开始关注并且研究疲劳。在多次

循环载荷试验的基础上，Wohler提出了著名的洲曲线，并且确定了对疲劳破坏
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是应力幅。在此基础上，Goodman和Gerber对平均应力和疲

劳寿命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工作，他们分别提出了Goodman直线方程和Gerber

抛物线方程。1886年，J．Bauschinger在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试验中发现屈服极限

降低的现象，由此他提出了应力一应变滞后回线的概念，被称为Bauschinger效应。

1920年，Griffith提出了脆性材料公式5石=C，该公式奠定了断裂力学在疲劳强

度学科的基础。1950年，伴随着电子显微镜的出现，研究人员利用显微镜从微观

机理开始研究材料的疲劳过程，与此同时，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学者们对疲

劳的研究，不断地完善该学科。

2．1．2金属材料的疲劳分类

目前，有不少种方法对金属材料的疲劳种类进行分类。在这些方法之中，较为

常用分类方法为：依据材料发生破坏之前所承受循环载荷的次数进行分类。通过此

分类方法可将疲劳分为三类：经历超过1 07次循环载荷作用的超高疲劳破坏循环，

经历105至107次循环载荷作用的高周疲劳，经历低于105次循环载荷作用的低周

疲劳。

(1)低周疲劳：由于金属部件所承受的载荷较高，以至于金属部件发生疲劳

破坏时仅仅承受了低于105次循环载荷的作用。金属部件在该状态下呈塑性状态，

应变不随着应力线性变化，这说明处于低周疲劳状态下的金属材料性能有循环应

力应变曲线与应变．寿命曲线。一般通过控制应变幅进行金属低周疲劳试验，因此

又称其为应变疲劳。

(2)高周疲劳：由于金属部件所承受的应力水平较低，金属材料能够承受105

次～107次循环载荷的作用。金属部件在该状态下呈宏观弹性变形状态，应变随着应

力线性变化，这说明处于高周疲劳状态下的金属材料性能为应力一寿命曲线，即尽

Ⅳ曲线。

(3)超高周疲劳：由于试验条件及设备的约束问题，对于金属材料高周疲劳

性能的研究，循环载荷次数均低于107次。随着设备的不断完善、技术的不断进步，

生产出来的设备构件质量得以提升，因此，大部分金属材料设备在其疲劳破坏之前

所承受的循环载荷次数已经远远超过107次。试验研究发现在循环载荷为107次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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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载荷为疲劳极限，认为当载荷低于该水平时，构件的寿命为无限大。但是，

据调查发现，当应力水平低于疲劳极限时，也有构件破坏的情况发生，这说明当应

力水平低于疲劳极限时，仍会有疲劳的产生和累积。

2．2车轴钢光滑洲曲线

2．2．1．洲曲线概念及形式

洲曲线即为描述材料的应力大小6与应力循环次数Ⅳ的关系，材料的疲劳
寿命为材料疲劳失效之前应变或应力对其所作用的循环次数Ⅳ。洲曲线一般通过
试验所获得，其是材料自身的属性，通过对材料施加不同的应力水平，试验将得到

与其对应的疲劳寿命，通过大量的试验可以描绘出材料的．洲曲线。通常情况下，
应力作用的循环次数会随着应力的增大而减小，如图2．2所示。由于这种曲线表达

了中值疲劳寿命与外加应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称其为中值．洲曲线。该曲线
由德国人Wohler首次提出，因此我们也称其为Wohler曲线。

图2-2材料的洲曲线
Fig．2-2 The material S-N curve graph

标准试样的疲劳寿命和外加应力大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材料的．洲曲线来
描述，其中应力比尺、最大应力幅O'm或最大应力O'max、应力循环次数Ⅳ是用来描

述金属材料的疲劳性能。通过制作试样，在一定应力比的情况下，施加不同大小的

应力水平，经过疲劳试验，得到不同应力大小情况下，循环应力对标准试样所作用

的次数。将试验所测得这些数据绘制于图中，就能获得金属材料的疲劳特性曲线

(．洲曲线)。
通过材料的§Ⅳ曲线，可以查阅到不同应力水平下材料所对应的疲劳寿命，当

作用在金属材料的应力逐渐降低时，其．洲曲线逐渐趋于水平，此时金属材料具
有无限寿命。通常情况下，不同工程材料的应力循环极限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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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件：2×106次循环；钢材：107次循环。满足部件拥有无限寿命的设计条

件为：S<Sfo．洲曲线的表达形式有以下几种：
(1)幂函数式

S”×N=C

(2)指数式

P3“×Ⅳ=C

(3)三参数式

(S—S，)”×N=C

式中：m、C——与材料、应力比和加载方式等有关的常数：

仃——动载荷幅值；

Ⅳ——材料破坏时所经历的应力循环次数。

马利军【15】做实验得到车轴钢的常幅疲劳极限为339．5MPa，

线为：

垮N=-3．45lg盯+15．73

2．2．2修正．5r-Ⅳ曲线

光滑试样的．洲曲

(2-1)

由于．洲曲线描述的是低周疲劳情况下材料的应力大小和应力循环次数之间
的关系，其认为在应力低于材料疲劳极限的情况下，金属材料不会产生损伤，拥有

无限寿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材料在低应力水平的情况下依旧会产生疲劳损

伤，称为小应力损伤，因此要对．洲曲线进行修正。图2．3为指数式．洲曲线在双
对数坐标里的形式，设应力大于疲劳极限时图中．洲曲线的斜率为肌，小于疲劳
极限值时(即水平线段)的斜率ml=0，称为OM法则(Odginal Miner)。其中第一种运

用EM法则(Elemeniary Miner)来进行修正，将应力水平高于疲劳极限时的．S『-Ⅳ曲

线直接延长下来作为应力水平小于疲劳极限值时的曲线，其认为当应力值低于疲

劳极限值时，材料同样会受到损伤【18】lg。随后，E．haibach提出了MM法则，其认为

当应力值小于疲劳极限值时，．洲曲线所对应的斜率为(2m．1)，介于OM、EM之
间。由于车轴的疲劳性能关乎着整列车乘客的安全问题，为了对乘客的安全以及社

会公共财产负责，本文运用EM法则进行后期寿命计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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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s

lgN

图2．3用于累积损伤计算的§Ⅳ曲线

Fig．2—3 S-N curve used in cumulative damage

2．3车轴钢缺口孓Ⅳ曲线

2．3．1 应力集中对车轴钢洲曲线的影响

假如零部件的几何形状发生突变，那么突变位置会产生应力集中，其实际应力

远远大于名义应力。定义应力集中系数为实际应力与名义应力之比，在实际工程运

用中，一般用应力集中系数来反映截面处的应力集中程度，即：

K=‰／％ (2—2)

％。。为零部件缺口处的最大应力，o-为该处的名义应力。．

列车在运行过程中，轮轴可能会遭到小飞石等异物的击打而留下缺陷，在缺陷

之处会有应力集中，然而出现缺陷前后车轴钢的．洲曲线会有差异。文献[19]对不
同材料、不同形状缺口的车轴钢做了疲劳试验得到与其对应的尽Ⅳ曲线，如图2．4

所示。由图可知，存在应力集中的车轴钢的寿命低于光滑材料的寿命，并且因为应

力集中的存在，车轴钢材料的孓Ⅳ曲线的斜率明显不同，降低了车轴的抗疲劳性

能和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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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应力集中对车轴钢疲劳性能影响

Fig．2-4 Effection of stress concentration on the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axle steel

2．3．2车轴钢的缺口敏感性

在实际工程运用中，将光滑试样的疲劳极限值和存在缺陷的试样疲劳极限值

之比定义为疲劳缺口系数厨，一般情况下，用厨来反映应力集中对材料的疲劳强

度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厨的表达式如下：

K，=二二L (2—3)
。

以1。

其中，无缺口时材料的疲劳极限值为钆，有缺口时材料的疲劳极限值为以。。。

影响疲劳缺口系数K，的因素有：构件的金属材料和构件的几何形状。一般情况下，

通过试验得到的理论集中系数大于缺口应力集中效应，即K，<K。通常运用疲劳

缺口敏感系数g来反映K，与K之间差异：

q=若 (2-4)2乏j u叫’

疲劳缺口敏感系数g的取值范围为0到1，随着g值的增大，金属材料对缺口

应力集中敏感性增强。

疲劳缺口敏感度受材料性能和缺口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不少研究人员对疲劳

缺口敏感度开展了研究工作，目前，普遍使用的疲劳缺口敏感度公式为Neuber公

式和Peterson公式。Neuber公式为[20】：

驴南 Qj)

式中p——缺口半径(mm)；

p7——-Neuber参数

Peterson认为，在不同的应力梯度下，某一特征厚度a的表面层内的应力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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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超过疲劳极限，材料才会发生疲劳破坏。因此他推导出了以下计算式：

g：j一
⋯、

g
2—I+a—lp(2-6)

式中a——材料常数(mm)，可由表2—1查出；

p——缺口半径(mm)

表2．1 Peterson公式中的材料常数a

11ab．2．1 The material constant a in the Peterson formula

2．3．3缺口孓Ⅳ曲线的近似估计

对于两个材料相同、几何相似(K，相等)的缺口，缺V1根部，．越大，疲劳强度下

降越大。K．相等时，用缺口半径名义化后的应力分布的梯度是相同的。所以，缺口

半径大，高应力区域体积，疲劳破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由疲劳缺口系数K，或疲劳缺口敏感系数g可以估计缺口件疲劳极限s；。但若

用K，对整条删曲线进行修正，则过于保守。当寿命N=103时，定义系数K；为：
嘭=墨。，／瓯， (2-7)

式中K：为N=103时，光滑件疲劳强度与缺口件疲劳强度之比。图2．5为不同

材料的缺口疲劳试验结果。在寿命短(N=103)时，对于高强度、硬材料

(髟一1)／(巧一1)约为0．7左右，髟比Ks略小；对于低强度、软材料，(髟一1)／(巧一1)
仅为O．2左右，表示缺口影响的系数K：比疲劳极限对应的疲劳缺口系数K，小得多。

所以不宜用K，对整条．洲曲线修正。
估计缺K1件删曲线时，假定其寿命N=103时，有瓯，=s。，／K；，假定其寿命

N=106时，有s；=s，／K，，由此二点在双对数坐标上确定的直线，即缺口．洲曲线，
如图2—6所示【2l】。

17

万方数据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lg￡

SIp

sl oJ xj

钢极限强鏖(MPa)

图2·5不同疲劳极限下的嘭_巧关系 图2-6缺口孓Ⅳ曲线的近似估计

Fig．2-5 The relationship ofKj and Ks under different fatigue limits

Fig．2—6 Approximate estimation of the notched S-N curve

2．4车轴钢的断裂性能

2．4．1断裂力学简介

无论什么材料制造的工程结构，它们难免存在着不同形状及程度的缺陷或裂

纹。导致结构出现缺陷的原因如下：构件在加工和制造的过程中产生的缺陷；材料

生产过程中固有的；构件在使用和工作中遭到意外的机械破坏；构件或设备在使用

过程中疲劳累积形成缺陷。这些缺陷可能直接以裂纹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在随

机载荷的作用下，缺陷逐渐萌生出裂纹。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及途径，结构出现缺陷

或裂纹，其结构的抗疲劳性能大大降低，这严重影响了构件的寿命，最终构件会断

裂失效。以往人们根据建立在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和材料力学基础上的静强度分析

方法已经不能解决裂纹导致的结构失效问题。而断裂力学的的研究对象就是含有

缺陷的材料和结构，其核心任务就是研究由缺陷导致的裂纹生成并扩展最终导致

结构断裂的问题。

2．4．2裂纹扩展类型

裂纹扩展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更具对含裂纹体的受力情况和裂纹面变

形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基本裂纹类型，即I型、II型和III型裂纹，也称为张开

型、滑移型和撕开型裂纹，如图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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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型(张开型) II型(滑移型) III型(撕开型)

图2．7裂纹基本类型

Fig．2-7 Basic type ofcrack

这三种基本裂纹类型的加载和裂纹面位移情况的特点如下：

I型裂纹：张开型裂纹的裂纹面会产生方向相反的位移，并且其与裂纹扩展方

向垂直，所受的载荷亦垂直于裂纹面，裂纹受到正应力的影响。

II型裂纹：滑移型裂纹的裂纹面的位移在裂纹平面内，并且其两面位移方向

相反，所受的载荷为垂直于裂纹前沿方向且平行于裂纹扩展方向剪应力。

III型裂纹：撕开型裂纹的裂纹面产生相互错开的位移，所受载荷为平行于裂

纹面的同时也平行于裂纹前沿的剪应力。

2．4．3 车轴钢的断裂性能参数
●

当轮轴出现缺陷之后，车轴的强度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也大大降低了轮轴

的使用寿命。缺陷在轮轨力的激扰下，将会快速的萌生出裂纹，裂纹会在短时间内

或者直接进入扩展阶段。所以，在有缺口存在的条件下，车轴寿命可能就达不到超

高疲劳的范围，裂纹可能很快萌生，或者直接进入扩展阶段，因此，很有必要来研

究车轴钢的断裂性能。

车轴钢材料的疲劳断裂性能参数有：车轴钢的断裂韧性K，f、裂纹扩展速率参

数和车轴钢的应力强度因子门槛值拭。等。通常采用Paris公式来描述裂纹的扩展
速率：

如／dN=C(△K)” (2·8)

当裂纹前缘的强度因子小于裂纹的门槛值战。时，裂纹不会发生扩展，当裂纹

前缘的强度因子大于裂纹的门槛值似，。时，裂纹则会发生扩展。裂纹的门槛值一般
是通过试验测得，由于试验的条件、环境和设备存在差异性，所以测得的门槛值也

会有差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多所高校、科研研究所以及工厂都做过

试验来测得裂纹的门槛值，得到了应力比R=0时的门槛值，其中得到门槛值在4

MPa·nlllli／2 10．57 MPa·IIIillm之间变化。林浩博【22l对车轴钢材料做了裂纹扩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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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了不同长度裂纹的扩展速率参数，其中Paris如下：

幽／dN=3．61x10。11AKl‘16 (0-2mm)
da／dN=3．34x10‘14AK3

5

(2-4mm) (2—9)

da／dN=3．51x10—9AK7” (>4mm)

2．4．4裂纹扩展条件分析

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门槛值拭。是反映裂纹是否扩展的一个重要材料参数，
一般认为，如果赵小于战。，则裂纹不会发生扩展。试验测得的车轴应力强度因
子门槛值馘。从126．4 MPa·rlllnv2～327．7 MPa·millm不等，假如仅仅依照做试验得

到的门槛值来估算裂纹扩展情况的话，在比较低的载荷下，或者较小裂纹的情况下，

车轴上的裂纹应该不会扩展，也就是说，不会发生车轴断裂的情况，这很明显不符

合实际情况。因为列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是会有不少列车断轴事故的发生的。

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其所受的载荷是随

机的，我们所测得的载荷仅是其一部分而己，这代表不了所有的意外载荷情况。应

力强度因子在这些意外的载荷情况下，可能会超过裂纹扩展的门槛值，这种情况下，

裂纹开始扩展。在意外载荷之后，裂纹在随后的正常载荷下裂纹继续扩展；二是由

于似，。一般是通过试验得到的，但是试验不能完全模拟轮轴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
情况，比如温度、加载方式和应力比等因素。试验值一般是在没有腐蚀的情况下进

行的，但是，由于列车车轴暴露在外，天气、路况和气液腐蚀等因素会降低门槛值。

所以，列车车轴发生断裂不仅是因为意外载荷的作用，还有可能是因为环境因素降

低了强度因子门槛值，导致一些小裂纹发生扩展。所以，从安全方面考虑，应该降

低车轴钢材的裂纹扩展门槛值。文献[23]建议门槛值取值为63．2 MPa·mm¨2。

2．5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疲劳的概念，依据材料发生破坏之前所承受循环载荷的次数

将疲劳分为低周疲劳、高周疲劳、超高周疲劳。然后介绍了金属材料的．洲曲线概
念以及洲曲线的几种不同的数学表达形式，并且介绍了小应力损伤来进行修正
．孓Ⅳ曲线。并且介绍了缺口处孓Ⅳ曲线的估算方法，最后介绍材料的断裂性能及参

数。

1、本章首先介绍了疲劳的概念，依据材料发生破坏之前所承受循环载荷的次

数将疲劳分为低周疲劳、高周疲劳、超高周疲劳。

万方数据



车轴钢疲劳性能研究

2、介绍删曲线及修正洲曲线。孓Ⅳ曲线即为描述材料的应力大小仃与应
力循环次数Ⅳ的关系。孓Ⅳ曲线一般通过试验所获得，其是材料自身的属性，通过

对材料施加不同的应力水平，试验将得到与其对应的疲劳寿命，通过大量的试验可

以描绘出材料的．孓Ⅳ曲线。通常情况下，应力作用的循环次数会随着应力的增大

而减小。一般认为在应力低于疲劳极限时，金属材料不会产生损伤，拥有无限寿命。

但由于小应力会产生损伤，所以将应力水平高于疲劳极限时的洲曲线直接延长
下来作为应力水平小于疲劳极限值时的曲线。

3、介绍缺口孓Ⅳ曲线。通过查阅资料可知，存在应力集中的车轴钢的寿命低

于光滑材料的寿命，并且因为应力集中的存在，车轴钢材料的洲曲线的斜率明
显不同，降低了车轴的抗疲劳性能和使用寿命。在实际工程运用中，将光滑试样和

缺口试样疲劳极限值之比定义为疲劳缺口系数麟一般情况下，用厨来反映应力
集中对材料的疲劳强度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并且介绍了缺口．洲曲线的近似估计
方法。

4、介绍车轴钢的疲劳断裂性能。简单讲述了裂纹的三种扩展类型，查阅资料

得到了应力比R=0时的车轴钢裂纹的门槛值，其中得到门槛值在126．4

MPa·mml／2～327．7 MPa·mm“2之间变化，并且得到不同长度裂纹的裂纹扩展速率参

数，对裂纹的扩展条件进行了分析，从安全方面考虑，选择车轴钢的门槛值取值为

63二2 MPa．m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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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轴疲劳载荷测试及评价

3．1车轴设计标准

ENl3104是动车车轴的设计方法，其设计载荷与制动牵引模式、轴重和车轴

几何尺寸有关，与线路工况、车辆速度没有关系。该标准主要是参照OreBl36／RP

llE报告制定的，其载荷工况是通过对测试的车体加速度和轮轨力的综合分析确定

的。具体内容如下：

车轴受力情况如图3．1所示：
G车辆t心

I— b — 一一上。。
P-厂

J

r
L

一1：H 丁
Yl一

刖 R：
一 ● I

-i
“

J

Q
一

S —

S

一 一

Z

图3．1车轴受力简图

Fig．3-1 Forced diagram ofaxles

图中：26——两侧轴颈载荷作用线间距离

厶——左右车轮滚动圆中心线间距离

JIlI——簧上重心到车轴中心的距离

尺——车轮半径

Ⅵ——一个车轮滚动圆到R作用点间的距离

Y——从一加载点到任一截面的横坐标

Pl——作用在大载荷轴颈上的垂直力

段——作用在小载荷轴颈上的垂直力

h——大载荷轴颈端车轮与钢轨正交产生的作用在钢轨上的水平力

圪——小载荷轴颈端车轮与钢轨正交产生的作用在钢轨上的水平力

Qi——位于大载荷轴颈端车轮上的垂直反作用力

Q2——位于小载荷轴颈端车轮上的垂直反作用力

厅——位于两车轮间的簧下部分质量施加的力

日——用来平衡h和圪的横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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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的线路状况，上述施加在车轴上面的力的取值是不同的。大致分为两

种情况：

(1)在理想的高速线路上，线路非常平直和平整，这时的载荷取值如下：

日=最=O．5mlg

Ol=Q2=o．5(ml+m2)g (3—1)

X=K=0

式中ml——作用在单根轴上的质量(包括轴承和轴箱的质量)

m2——轮对质量和轮对车轮之间的簧下质量(制动盘等)

ml+聊2——作用在钢轨上的质量

(2)在实际的高速专线和改造的既有线路上，线路的平直性和平整度稍微差一

些，如果线路区间比较长，道岔与不同曲率半径的轨道也会多一些，此时，Pl碣，
YPO，Y2>O，车轴载荷根据下面的取值进行计算：

只=(0．625+o．075啊／b)mlg

只=(0．625—0．075啊／b)m。g

X=0．30mlg

E=0．15mlg f3-21

Ql=去睇(6+s)一只(6一s)+(×-Y：)R—f(2J—y，)]

Q2=去[罡(6+J)一只(6一s)一(I—E)尺一fy，]
弯曲应力的计算如下：

(1)弯矩的计算

在车轴各截面，最大应力通过合成力矩MR计算而得，合成力矩MR为：

MR：4—MX—2—+_—M3f—2+—M—Zz
MB：4—MX—2—+M—Z—2

MX=M，+∑M：， (3-3)

MY=∑M：，』_一 ，‘

MZ：yM：，

式中：似——车轴垂向平面上的力产生的弯矩总和
MZ——车轴纵向平面上的力产生的弯矩总和

MB——车轴垂向和纵向平面上的合成弯矩

螂——车轮之间的扭矩总和
Mx——运动中的质量在)，-Z平面内的垂向载荷产生的的弯矩

Mk，——制动时的垂向载荷产生的弯矩

M'y，——制动时的X-Z平面内载荷产生的扭矩

M，zf——制动时的x-y平面内载荷产生的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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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弯曲应力计算

定义空心车轴的外径是D，内径是d，车轴表面名义应力计算公式是：

外表面： 吒=揣7／"D d
(3-4)D_2——了=广—i■ Lj一卅

×I 。一 ‘I

内表面： 吒=端 (3_5)吒2——了j■百 Lj一)J
万×I∥一d l

在光滑圆柱形的空心轴内、外表面上，应力集中系数k等于1。

3．2轮轴建模及仿真分析

3．2．1建立模型

本课题基于实验室和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开展工

作，根据四方提供的二维图纸，再通过SOLIDWORKS建立轮轴三维模型，采用

Hypermesh软件进行网格划分，然后采用ANSYS软件进行有限元分析计算。轮轴

的实体模型如图3-2所示。
‘!

图3-2动车轮对模型

Fig．3—2 Model for moving wheels

将画好的轮轴三维模型导入HyperMesh进行划分网格，为了计算的精确性选

择六面体单元Solidl85进行划分网格。Mesh之后的轮轴模型共有365821个节点，

320130个单元。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轮对模型的材料属性如下表3—1所示。建立好

的轮对网格模型如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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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轮对模型材料参数

!垒!：j：!坚呈!宝生呈!P璺：呈巴宝!竺21 1垒宝宝!：!!!翌2垒!!

材料 密度 杨氏模量E 泊松比v

钢 7．8×103 g／m3 2．1×105MPa 0．3

3．2．2施加载荷与约束

图3-3动车轮对网格模型

Fig．3-3 Vehicle wheel grid model

根据UIC510．5标准，确定车轮三种机械载荷工况，即直线工况、曲线工况、

道岔工况，如图3．4所示。

表3．2车轮不同工况下的机械载荷
Tab．3．2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load for wheel under different cases

运行工况 载荷计算公式

直线工况

曲线工况

道岔工况

疋1=一1．25Q‘g=一98100(N)

E=0

E2=一1．25Q·g=-98100(N)

E：=o．7Q·g=54936(N)导向轮

E：=o．6Q·g=47088(N)非导向轮

易3=一1．25Q。g=-98100【N)

巧，=0．6Q·g E：=0．36Q·g非导向轮

E，=0．6Q·g E：=0．42Q·g导向轮

其中：

Q_—一满轴重静态轮载，为80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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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一重力加速度，取9．8 m／s2；

耻轮轨垂向力；
卜轮轨横向力。

105

3．2．3 仿真结果

3 1 Fz
2

图3．4车轮载荷加载位置

Fig．3—4 Force loading position on wheel

通过ANSYS仿真计算，分别得到直线、曲线和道岔工况下动车轮对轮轴的

Von Mises等效应力云图，结果如图3．5～图3．7。

■'I_■，■l—’■——I-__-——毋—————‘。i—————一。～=二—————‘⋯二±—L。兰——一一!Li一—j
图3．5直线工况下轮轴应力云图

Fig．3—5 Wheel axle stress cloud under straight lin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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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一4 1u。．1 一“
j一：

．t

图3-6曲线工况下轮轴应力云图

Fig．3-6 Wheel axle stress cloud under curve condition

l r一、一l {一1‘一 乙一f。- +．‘一二 14_r

图3—7道岔工况下轮轴应力云图

Fig．3-7 Wheel axle stress cloud under turnout condition

由图3．5～图3—7可以看出，列车在直线工况下运行时，轮轴应力最大位置出现

在轮座外侧，列车在曲线工况下运行时，轮轴应力最大位置出现在轮座内侧，列车

在道岔工况下运行时，轮轴应力最大位置出现在轮座外侧；总之，列车在实际运行

过程中，轴颈、轮座两侧以及轴身中部应力较大。

3．3制定测力轮对测量方案

为了计算轮轴缺陷的萌生寿命，不仅需要缺陷处的洲曲线，还需要知道实测
的应力谱，为了得到实测应力谱，我们通过在轮轴上贴片组桥制作测力轮对，然后

通过线路运行的到数据，对实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实测应力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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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贴片位置选择

通过上一节的仿真计算结果可知，列车在实际运行中，轮座两端以及轴身应力

较大，并且轴身中部容易遭到飞石的击打，所以轮轴上的轴身中部和轮座两侧位置

为危险截面，选择在这5个危险截面处进行贴片、组桥和线路实测。贴片位置的选

取如图3—8所示。车轴测点分布图如图3-9所示。

图3-8车轴贴片位置示意图

Fig．3—8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train-gauge attaching position of axle

图3-9车轴测点分布图

Fig．3—9 Distribution map of axle measuring point

3．3．2车轴组桥方案

列车运行工作环境比较复杂，除了轮轨力对测力轮对产生作用外，测力轮对还

会受到诸如温度等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为了使输出相应更加明显，减弱干扰因素

的影响，选择惠斯通全桥方式进行布桥，如图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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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惠斯通电桥

Fig．3-l 0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Wheatstone bridge

通过对惠斯通电桥的桥路分析，可以得到电桥的输出电压阮与输入电压魄

及各桥臂上所产生应变占i(i=1，2，3，4)的表达式，如式(3．6)所示：
1

UA=-}KUe(c1+毛一乞一毛) (3-6)
叶

其中：阮——电桥输出电压；

魄——电桥输入电压；

K——电阻式应变片的转换系数，有欲／R=K占

从上式可以看出，电桥的输出电压和电桥的输入电压成正比，惠斯通全桥具有

如下特点：对桥响应相加，临桥响应相减。在轮轴上贴片组桥时，选择将变形相同

的应变片组成对桥，变形相反的应变片组成临桥。通过该方式应力结果能够放大4

倍。

选择在轮轴的5个危险截面进行贴片组桥，这5个危险截面的贴片位置和组

桥方案相同。选择A断面为例进行详细分析，如图3．11所示。

a)截面A贴片位置 b)截面A组桥方案
图3—1 l车轴A截面贴片位置及组桥方案示意图

Fig．3—1 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train-gauge attaching position and bridging form of axl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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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危险截面沿轴向贴8个应变片，这8个应变片的贴片位置如图a)所示，

每隔90。贴2个应变片，其中角度相隔180。的4个应变片组成一个惠斯通全桥，

每一个断面共有两个惠斯通全桥(A1、A2)。当轮轴受到弯矩作用后，轮轴上表面

受到拉伸作用，应变片也受到拉伸变形；轮轴下表面受到压缩作用，应变片受到压

缩变形。布置桥路时将变形相同的应变片组为对桥，变形相反的应变片组为临桥，．

由于对加邻减的作用，明显提高了电桥的输出响应，同时也方便了信号的测量，提

高测量的准确性。根据式(3-6)，可得截面A的电桥输出，如式(3—7)、(3．8)所

示，其输出形式为电压信号，在后期处理时将其转换成相应的应变或者应力信号。

其余截面(B、c、D、E)的输出规律也同下式，在此不一一列出。
五，，厂

％。=半(屯l，+■l，一已，，一毛。．) (3—7)
aI．

k，I T

％2=竺≯(已2．+乞2，一已2．一幺2．) (3-8)
‘t

式中：U41——定义车轴A截面上0。与180。电桥的输出；

U。，——定义车轴A截面90。和270。电桥的输出。

3．4车轴典型应力一时间历程测试结果

3．4．1 试验安排

本文研究的测力轮对按照测试计划，将其安装于CRH2A．2010试验列车上，

进行动车调试。具体的实测线路选为重庆．宜昌东一汉口，按照同一线路不同载重

情况进行线路实测试验。表3．3为列车历程时刻表。

图3．12整备试验车

Fig．3—12 Readiness test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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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测力轮对位置 b)桥路固化胶处理

图3．13轮对位置及其桥路处理

Fig．3—13 The position ofthe wheel setand bridges treatment

表3．3每日运行里程表

!垒!：i：i 2璺i!Z竺2璺2翌!!竺
日期 路线 历程

3．4．2数据处理

列车的运行工作环境极为复杂，在线路实测时，试验会受到多种干扰因素的影

响，严重影响了试验数据的准确性。所以，需要进一步处理实测数据，本文主要用

HBM公司研发的nCode软件对线路实测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得到我们需要的应力

数据。数据处理流程如下：

(1)未调平衡处理

列车在停车状态下，应变片没有收到随机载荷波动，因此测点没有应变波动，

输出电压为零。然而在实际情况下，由于干扰因素以及设备本身等原因，输出信号

通常不是零，因此要对每一通道进行调平处理。

(2)去除信号零点漂移

依据理论，当构件处于恒湿和恒温状态下，假如其受恒力或不受力状态下，其

输出信号为零，然而在恒温、恒湿条件下，若试件不受力或受力恒定不变，则输出

信号为零，不过在试验中，由于多种因素互相作用，测试信号在稳定情况下其信号

输出往往也会随时间波动，有时会朝一个方向偏移，这种处理本该为零的信号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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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叫做去除零点漂移。

(3)信号转换

由于测试直接得到的信号为应变信号，但是计算寿命需要的是应力谱，因此我

们需要将应变信号转变为应力信号。根据胡克定律材料在受到低于其弹性极限的

单向应力作甩时，应力仃与应变占成正比关系，即： ．

q=E占i (3-9)

式中：EL材料弹性模量，取E=2．1e5MPa。

(4)异常信号处理

在列车运行时，其输出信号在一定的正常范围内波动，不在该范围的信号称为

异常信号。造成异常信号的出现有多种因素：外界的干扰；数据采集系统本身的问

题等等。这些信号的存在会使信号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降低。所以要通过幅值筛选剔

除异常信号。

(5)滤波处理

由于线路环境中的各种干扰因素的存在，实际测试得到的信号中会叠加一些

干扰信号，叠加在真实信号上，通常需要进一步滤波处理，常用的滤波方法包括：

高通、低通、带通、带阻。

(6)雨流计数法

． “循环计数”是将应力一时间载荷历程简化为一系列的半循环和全循环的过

程。目前各个国家普遍运用双参数雨流计数法进行数据统计。通常情况下，即使名

义应力处于弹性范围，但从微观的角度考虑，塑性变形依然存在。雨流计数法考虑

了应力一应变特性，记录载荷的半循环或全循环，将材料的疲劳特性与应力的统计

分析过程建立相应的联系。雨流计数法将记录且仅记一次时间应力历程的每一部

分，因此它具有非常明确的力学概念。

(7)波动中心法

本论文采用“波动中心法"进行一维应力谱编制。该方法忽略了均值的影响，

只考虑了幅值对其产生的影响。将各波动中心视为应力循环中静应力分量，幅值作

为动应力循环分量，将幅值叠加于波动中心。在编制过程中，首先扫描雨流计数之

后的结果，找到应力循环中的最小幅值及最大幅值，然后将其间距分组。

D：—O'amax--—O'arain (3．10)
N

式中：D——组间距；

吒一——最大应力幅值；
‰。——最小应力幅值；
Ⅳ——应力幅值组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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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各级应力幅值组上、下限可分别表示为：

嚣D．I-．=eram训in+“+o- ‘苏 睁1，2，⋯，Ⅳ) (3_11)
I口下=．。i。+(f一1)×D

、 一’7 、 7

应力幅值的级次被确定之后，然后一一筛选出每一个区间所对应的应力幅值，

统计分析每个区间内应力的循环次数，将这些次数定义为频次或频数。为了便于统

计和分析，选用各个区间的中间值来代表各个区间，记为：

吒，：生当(H，2，．．．，柳(3-12)
式中：pl(D下)——所对应第i级组的上(下)限值；

吒，——第i级组的中值。

3．4．3应力谱结果

运用上一节讲述的数据处理流程方法，将试验车在重庆．宜昌东．汉口线路

(845km)实测的空重车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相对应的应力谱。其中图3—14和图3-15

为车轴各个断面所对应的该线路实测的应力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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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车轴不同截面空车应力谱

Fig．3—14 Stress spectrum ofempty vehicle axle in different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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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车轴不同截面重车应力谱

Fig．3-1 5 Stress spectrum of full load vehicle axle in different sections

通过得到的应力谱发现无论是空车还是重车，这5个截面里主应力最大的是

截面A，并且重车状态下的主应力大于空车状态下的主应力。本文选择重车的应力

谱进行后续的裂纹萌生寿命的计算。

3．5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测力轮对试验对CRH2型车在重庆．宜昌东．汉口线路上空心车轴的

应力特性进行分析和评价，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内容：

1、查阅标准ENl3103和UIC510．5，了解车轴设计准则，确定轮轴受力状态。

2、建立轮轴有限元模型，查阅标准对轮轴进行分类出不同工况：直线工况、

曲线工况和道岔工况。然后针对不同工况进行加载及约束，最后进行有限元仿真计

算，通过计算结果发现轮轴在直线工况下运行时，轮座外侧应力最大，在曲线工况

下运行时，轮座内侧应力最大，列车通过道岔时，轮座外侧应力最大。

3、通过有限元计算可知，列车在线路运行时，轮座两侧以及轴身部位应力较

大，并且列车在运行过程中，轴身极易遭到飞石等杂物的击打，选取两个轮座内外

侧以及轴身中部作为危险截面，在青岛四方厂对轮轴5个危险截面进行贴片、组

桥为试验做准备。

4、轮轴装车以后，在重庆．宜昌东．汉口线路上进行跟车试验，通过设备采集到

原始应变信号，使用nCode通过调平、去零漂、应变转换应力等数据处理方法得

到该线路空重车的应力谱，通过应力谱发现轮无论是空车还是重车，轮座外侧主应

力最大，重车时各个截面的主应力大于空车时的主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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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异物损伤车轴的裂纹萌生寿命预测

通常轮轴是按照标准设计准则来生产制造的，其抗疲劳性能均能够适应列车

运行的复杂环境和状况。然而由于车轴材料本身的问题，轮轴在加工生产和维修的·

过程中可能遭到意外的机械损伤，且列车在运行过程中难免遭到小碎石的击打，轮

轴会出现缺陷。当轮轴出现缺陷之后，会在缺陷处产生一定的应力集中。这些缺陷

会在随机载荷的作用下萌生出裂纹，本章主要研究缺口的萌生寿命，为损伤探测周

期提供参考依据。

4．1异物冲击缺口形式

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有以下几种常见的损伤形式：撞击缺陷、腐蚀坑、划伤、

擦伤与非金属杂质。

1)撞击缺陷

据调研发现，大约有1／3的车轴曾遭N4,碎石等杂物的击打，由于列车车速较

高，所以要严重重视补碎石对高速轮轴的影响。即使小碎石撞击轮轴之后形成的缺

陷极易萌生出小裂纹，但是不能将其视为小裂纹。缺陷在及其恶略的环境中受到随

机载荷的作用，更容易在短时间里萌生出裂纹。

2)腐蚀坑

在货车的车轴上比较容易出现腐蚀坑。Dolly通过研究铝合金材料的疲劳寿命，

发现腐蚀坑的尺寸对其寿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当车轴腐蚀坑表面的油漆脱落以后，

其会对列车车轴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通常情况下，腐蚀坑会对车轴强度造成以下

影响：腐蚀坑的存在会产生应力集中；在腐蚀的作用下，缺陷会更快的萌生出裂纹。

3)划伤、擦伤、磕碰等

车轴在制造加工、检修和运输过程中，可能会遭到意外的机械损伤，比如碰撞

和敲打等给轮轴表面造成划伤。

4)非金属杂质

调研发现，车轴的一些缺陷和裂纹是出现在轮轴内部的，这些缺陷不会是机械

性损伤，这些缺陷一般是由于钢材材料本身的问题导致的。在钢材的加工生产过程

中，可能会掺杂如一些杂质，这些杂质改变了完整钢材本身的特性，严重影响了轮

轴的寿命。除此之外，轮轴在压装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夹杂着一些杂物，它们会对

轮轴造成微动磨损作用，在随机载荷的作用下会产生缺陷或者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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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最可能击打到车轴的异物是道柞。因为道柞拥有着各种各

样的形状，如图4．1所示，所以异物对车轴的击打所造成的缺陷形状不一。为了分

析方便以及模型的建立，选择将缺陷规则化为三维球形和半椭球形状，如图4．2所

示，其中a为椭圆的长半轴，b为椭圆的短半轴，c为半椭球的深度。为了研究不

同参数对轮轴的寿命的影响，选择建立不同形状的缺口进行研究工作。

图4—1车轴意外损伤物的形状 图4．2异物冲击缺陷简化模型

Fig．4—1 Foreign object introducing damage to axles

Fig．4—2 Simplified model ofForeign object dalnage

异物可能从不同方向飞来击打车轴。本文选择研究飞石沿着车轴的纵向中心对

称轴垂直击打的情况。目前，为了对乘客们的安全以及社会公共资产负责，当轮轴

检测出来缺陷之后，即会选择更换轮对。由于大缺口容易被检测出来，所以本文研

究不易探测出来的小缺陷状况，计算其裂纹萌生寿命，为检修周期提供依据。为了

使缺口具有普遍意义，本文选择以下四种缺陷进行研究：

缺陷一：a--O．1mm，b=O．1mm，c=O．1mm；

缺陷二：a=O．2mm，b=O．1mm，c=O．1mm；

缺陷三：a=O．3mm，b--O．1mm，c=O．1mm；

缺陷四：a--O．2mm，b=O．1mm，c=O．2mm。

4．2建立缺陷车轴有限元模型

根据第三章第二节计算空心轴表面的应力结果可知，对于轴身来说，在轮座左

右两侧以及轴身中部应力较大，并且轴身中部易受到飞石等杂物的击打，轮座两侧

可能存在异物磨损和腐蚀，所以选择分别在轮座两侧以及轴身中部建立缺陷，在每

一个位置插入上述三种不同的缺陷。根据空心轴轮对的实际尺寸建立带有缺口的

有限元模型，该模型采用SOLIDl85三维六面体单元划分网格，然后依照标准确定

空心轴载荷和边界条件，最终进行有限元计算。其中一个缺陷空心车轴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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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的局部放大图如图4．4。

．

j

P～‘’
，

图4．3缺陷空心车轴模型 图4—4缺陷局部放大图

Fig．4-3 A hollow axle model with defects

Fig．4·4 The local large map of defect

4．3 确定缺口洲曲线

由于缺陷的存在，导致轮轴在缺陷处形成一定的应力集中，为了计算轮轴缺陷

处的裂纹萌生寿命，需要确定缺口处的洲曲线。由第二章第三节的缺口洲曲
线计算方法可知，要确定缺口处的．洲曲线，首先需要知道缺口处的理论应力集
中系数K=‰／o-．，‰是应力集中处的最大局部应力，cr是有应力集中截面的
名义应力。通过对带有缺口的轮轴有限元分析计算，分别得到了不同缺口形状根部

的最大应力，由第三章第二节的有限元仿真计算可知轮轴的名义应力，因此我们可

以得到这些缺口的应力集中系数K，。然后根据第二章第三节的方法进行缺口．洲
曲线的估计。其中有限元仿真计算结果如图4．5至图4—7所示，以及缺口处．洲曲
线的计算结果如下：

a)缺陷一 b)缺陷一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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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缺陷三

蛰1． 陵L

d)缺陷二局部放大图

f)缺陷三局部放大图
_^■★M■■瓣一·

酝；

——————————————'lI——■r————一

g)缺陷四 h)缺陷四局部放大图

图4—5轮座内侧缺陷应力云图
Fig．4-5 The stress cloud diagram ofdefect on the outside ofwheel seat

三种缺陷的应力集中系数分别为：蜀=1．84、膨=2．00、为=2．39、髟=3．25，求

得的缺口洲曲线分别为：
lgN=一2．92lgo"+13．71

12N=-2．8419仃+1 3 42

l。gN：一2．7 19。o-+12．89
(4-1)

lgN=一2．48lgO-+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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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1缺陷一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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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一4

．一 ：t l|『

’·

g)缺陷四

州≯1
产

l
一

——I●I-一—————————————■■●—●i■●■●●———■■一一?
’

，” ．·
’’1～。 一 _二‘

“ i-： o

’～，

h1缺陷四局部放大I纠

图4-6轮座外侧缺陷应力云图

Fig．4·6 The stress cloud diagram of defect on the inside of wheel seat

三种缺陷的应力集中系数分别为：＆=1．97、K=2．23、厨=2．78、五=3．68，求

得的缺口孓Ⅳ曲线分别为：

lgN=-2．86lgtr+13．49

lgN=-2．7619仃+13·11
(4-2)

lgN=-2．59lg口+12．47
‘

19N=-2．41lg盯+11．78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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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YSl

。——

■

r

一 一 。_t．E| ．i—

1． 'f

e1缺陷三 n缺陷三局部放大图
ANSYSl■■■—■■■■■—■■■■■■■■■—_

g)缺陷四 h)缺陷四局部放大图
图4．7轴身中部缺陷应力云图

Fig．4—7 The stress cloud diagram of central wheel axis

三种缺陷的应力集中系数分别为：蜀=1．93、跹=2．30、瓦=2．67、＆=3．01，求

得的缺口洲曲线分别为：
lgN=-2．8719tr+13．53

lgN=一2·73lgo-+13·0 (4—31
lgN=一2．62Igor+12．58

、

lgN=一2．5319ty+12．25

表4—1统计了不同位置、不同缺陷的应力集中系数和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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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不同位置的不同缺陷的DⅣ曲线

Tab．4．1 The S-N curves of different defects in different place

4．4计算裂纹萌生寿命

4．4．1疲劳寿命预测方法

目前，有多种方法预测疲劳寿命，其中最早形成的抗疲劳设计方法为名义应力

法。定义名义应力为：作用在零部件或缺口试样上单位面积的载荷值，即是零部件

或试样上平均分布的应力值。名义应力法是一个传统的疲劳寿命计算方法，它依据

金属材料的洲曲线为基础，根据应力集中系数和疲劳损伤理论来进行计算疲劳
寿命。图4．8描述了名义应力法计算疲劳寿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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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名义应力估算寿命的步骤

Fig．4-8 Estimating life Proeedure by nominal stress method

轮轴的疲劳寿命计算思路如下：

(1)首先建立好轮轴的有限元模型，通过有限元计算确定轮轴应力较大位置，

将应力较大的轮轴两侧以及易受飞石击打的轴身中部定位危险截面；

(2)在轮轴危险截面进行贴片和布桥，然后在重庆．宜昌东．汉口线路进行实

测试验，通过对实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轮轴危险截面的应力谱；

(3)根据构件的光滑．洲曲线计算不同缺口的．洲曲线；
(4)选取合适的疲劳损伤累积理论，求出疲劳薄弱部位的疲劳寿命。

4．4．2疲劳累积损伤理论

对于试样的疲劳试验，其受到了恒应力幅作用。但是某些零部件在工作时受到

的是变动的随机载荷，变动的随机载荷可能会有超过疲劳极限的载荷，超过疲劳极

限的载荷则会给零部件造成损伤。因此经过每一次循环载荷的作用，零部件都会产

生损伤，这些损伤是可以累积的，当这些损伤累计达到一定程度时，零部件会失效。

目前，常用的疲劳累积损伤理论有以下4种：双线性累积损伤理论、线性疲劳累积

损伤理论、非线性累积损伤理论和其他累积损伤理论。

在工程领域中常用的疲劳累积损伤理论为Palmgren．Miner线性累积损伤理论，

简称为Miner法则。Miner法则认为当零部件的疲劳累积损伤度DcR达到1时，零

部件发生失效。经过大量试验验证，零部件在随机载荷的作用下，当其发生失效时，

零部件的疲劳累积损伤值很接近l，所以在工程领域常用Miner法则进行计算疲劳

累积损伤。因此，本论文基于Mine法则进行计算轮轴缺陷的裂纹萌生寿命。

Miner法则认为：零部件在随机循环载荷的作用下，每一载荷所造成的疲劳损

伤互相不影响，而且，每一级应力所产生的疲劳损伤可以叠加。假设_+0-I的应力对

零部件产生％次作用时，应力对零部件造成的损伤为啊／N．(N，为此应力水平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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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当零部件继续在±盯，的应力作用下经过g／，次循环时，应力会对零部件接着

造成损伤／12／N2，假如零部件在这些应力的作用下发生疲劳破坏，那么其损伤临界

值D等于两次损伤之和，即：

D_熹+熹一．(4-4)
按照上述方法，当零部件受到Z级应力水平作用发生失效时，通过Miner法则

计算得到的零部件的损伤值表达式为：

D-喜寿叫 洚5)

4．4．3萌生寿命计算结果

假如已经获得一个零部件在一个周期内的应力块谱，可根据此应力块谱计算

其寿命。计算方法通常为以下步骤：

(1)计算零部件在一个周期内(如1年)所累积的疲劳损伤和y豫／Ⅳ『；

(2)设零部件的使用寿命为A个周期，依据Miner法则有

D：见9旦：1，见：1／亨旦 (4．61
葛Ni 葛Nl

假如列车行驶三l公里时，轮轴损伤为Dl，则当列车轮轴发生疲劳时所经历过

的周期为1／Dl，所以此时列车行驶的路程即为三l／Dl。以高速列车的车轴设计寿命

为20年，运营里程为1200万公里作为计算寿命的参考依据，根据第三章得到的

线路实测应力谱和本章计算得到的不同缺口的车轴钢疲劳寿命．洲曲线，通过名
义应力法可以来进行估算轮轴表面缺口的裂纹萌生寿命。其中计算得到的寿命及

损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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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实测应力谱下不同K的损伤量和疲劳寿命

Tab．4—2 Damage quantity and fatigue life with diffident Kt under the real load spectrum

图4-9实测应力谱下的损伤量和疲劳寿命

Fig．4-9 Damage quantity and fatigue life under the real load spectrum

从表4—2和图4—9可以看出，缺口处的应力集中系数对轮轴在线路运行时缺口

的萌生寿命有着很大的影响。轮座内侧、轮座外侧及轮轴中部的年损伤量均随应力

集中系数的增大而增大，疲劳裂纹萌生寿命随着应力集中系数的增大而减小。根据

实测应力谱计算的轮座内外两侧和轴身中部的寿命和损伤相比，当应力集中系数

接近时，轮座外侧损伤最大，寿命最小，轮座内侧和轴身中部相对轮座外侧来说，

损伤较小，寿命较大。高速列车的检修周期以运营路程为依据，将检修周期分为五

个等级。其中一级和二级只是检查转向架外观。三级、四级和五级检修将对构架进

行拆分检修。当列车运行里程达到45万公里时，需要对其进行三级检修。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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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根据实测应力谱计算出来的裂纹萌生寿命以及累积损伤，在所加的四种缺

陷里，轮座内侧及轴身中部的裂纹萌生寿命大于一个三级检修周期，当应力集中系

数大于3．3时，轮轴的裂纹萌生寿命将小于45万公里，裂纹萌生寿命小于一个三

级检修周期，此时列车在运行过程中轮轴缺陷萌生出裂纹是极其危险的；对于轮座

外侧而言，缺陷一和缺陷二的裂纹萌生寿命大于一个三级检修周期，而缺陷三、缺

陷四的裂纹萌生寿命都小于一个三级检修周期。当应力集中系数大于2．6时，轮座

外侧裂纹萌生寿命小于一个三级检修周期，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4．5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研究轮轴遭Nd,飞石等异物的击打所造成的缺陷的裂纹萌生寿命。

主要研究不同位置、不同形状的缺口所造成的应力集中对裂纹萌生寿命的影响。本

章主要开展的工作内容以及得到的结论如下：

l、根据第三章的有限元计算得到的轮轴应力状态，列车在运行过程中，轮座

两侧以及轴身应力较大，且轴身中部极易遭到小飞石等异物的击打，确定轮轴两侧

以及轴身中部为轮轴的危险截面，在每一个截面建立四种形状不同的缺陷：

缺陷一：a=0．1mm，b=0．1mm，c=0．1mm；

缺陷二：a=0．2mm，b=0．1mm，c=0．1mm；

缺陷三：a=0．3mm，b=0．1mm，c=0．1mm；

缺陷四：a=0．2mm，b=0．1mm，c=0．2mm。

本文选择在一个轮座内外两侧和轴身中部三个截面建立不同缺口的有限元模

型，根据标准施加边界条件，通过仿真分析计算得到每个缺口处的应力。

2、通过有限元计算得到缺口处的应力，根据缺口处的应力以及名义应力计算

得到每一个缺口的应力集中系数，根据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对轮轴缺口处的．洲
曲线进行近似估计。

3、依据实测应力谱以及估算得到的洲曲线，结合Miner疲劳累积损伤理论
估算车轴表面缺口裂纹萌生寿命，依据计算结果发现：应力集中系数越大，疲劳累

积损伤也越大，裂纹萌生寿命越短。在轮座内侧以及轴身中部建立的四种缺陷的萌

生寿命均大于一个三级检修周期，当应力集中系数大于3．3时，轮轴的裂纹萌生寿

命将小于45万公里，则车轴表面缺陷会在一个三级检修周期内萌生；对于轮座外

侧而言，缺陷一和缺陷二的裂纹萌生寿命大于一个三级检修周期，而缺陷三、缺陷

四的裂纹萌生寿命都小于一个三级检修周期，当应力集中系数大于2．6时，轮轴的

裂纹萌生寿命将小于45万公里，则车轴表面缺陷会在一个三级检修周期内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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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轮轴表面缺陷在一个三级修周期内萌生，那么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是非常危险

的。

49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空心车轴表面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

5 车轴表面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

本文前几章研究了轮轴表面缺陷的萌生寿命问题。当裂纹出现之后，在极其复

杂恶略的环境中，其会给列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本章主要研究缺陷萌生裂纹之

后的裂纹前缘强度因子问题。强度因子是判断裂纹是否会扩展的依据，当强度因子

大于门槛值时，那么裂纹会扩展；当强度因子值小于门槛值时，那么裂纹不会扩展。

目前，有多种计算强度因子的方法，主要有：边界元法【24,251、工程估算法[261、

有限元法[27-301、线弹性法[3L 321、光弹、法[33】和虚拟裂纹扩展方法【34，3 51。但是目前还

没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计算空心车轴表面裂纹的强度因子，本章选择对实心圆柱体

表面裂纹进行修正，建立空心车轴表面裂纹强度因子的解析模型。通过解析方法计

算不同种类型裂纹的强度因子，并且建立带有裂纹的车轴有限元模型，进行仿真计

算得到裂纹前缘的强度因子。将解析解与仿真解进行对比分析。

5．1 裂纹尖端的应力和位移

裂纹的三维模型如图5—1所示。裂纹正前方为x方向，裂纹面的法线方向为Y

方向，裂纹前缘曲线上某点的切线方向为z方向。选择一个极坐标∽D的单元，它

的应力及位移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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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2(I+／【f)为剪切弹性模量，／a为材料泊松Lt；k为常数，它与∥有关，其中

在平面应变问题中：k=-3·私，吒犁(吒+q)；在平面应力问题中：肛(3叫)／(1印)，
仃一=0。局、KII和KIll分别是I型、II型和III型应力强度因子。

图5．1三维裂纹模型

Fig．5-1 3D crack model

■

在弯曲应力的作用下，车轴表面裂纹主要受到拉应力的作用，裂纹扩展方式为

张开型(I型)。学者研究发现，对于平面应变状态，张开型裂纹的强度因子厨与裂

纹面的位移数学表达式为：

_=志停=南俘 (5-3)

崎
、 ，

通过对裂纹前缘应力场分析发现其有以下特点：

1)在r=O的位置，应力趋近于无穷大；

2)应力强度因子K在裂纹尖端是有限量；

3)裂纹前缘强度因子与，．和0有关。

5．2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方法

5．2．1工程估算法

工程估算法计算复杂状况的裂纹强度因子，一般是查阅强度因子手册得到简

单状况的裂纹强度因子，经过处理得到复杂状况的。这种方法的简便快捷，但是精

确度不太高。Irwin于1962年对平板裂纹展开了研究，他得到强度因子的表达式：

巧=瑞卧a2 sin2 sin2 rp+32cos2(,0)¨(5-4)

以硒为第二类完全椭圆积分，b是裂纹深度，a是椭圆裂纹长半轴。其中：
F／2／ ／ 、2 、

E(七)=，I sin2伊+(詈l c。s2妒p妒(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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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5-5)带入至式(5-4)，求得椭圆表面裂纹的强度因子的解释式：

KI=1．1P丘。'fl庀万J
(5—6)

通过Irwin通过粗略的假设，研究出的强度因子计算方法求得的结果比实际的

要高。但是该计算方法不复杂且计算结果比较安全[361。随后很多学者在Irwin的基

础上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得到了精准度较高的结果。

5．2．2边界配位法

边界配位法是通过数值分析的方法进行计算的，该方法简单高效。通过此方法

求解应力强度因子不需要太多的原始数据，也不需要过多的方程式，并且通过这种

方法计算得结果精准度会更高【37】。边界配位法是以Williams展开为基础进行计算

的，范天佑[38】用边界配位法分别计算了三点弯曲试样、四点剪切试样、紧凑拉伸试

样的厨值，它们的表达式均可通过式(5．7)来描述：

墨BWl72／P=f(a／W) (5-7)

其中尸一力；

口一裂纹长度；

形一板长；

口一板厚

5．2．3边界元法

边界元法与边界配位法基本同一时期发展起来。从实质上来讲，边界元法来源

于Green函数。但是相对边界配位法，边界元法较为复杂，拥有着更为广泛的应用

范围。边界元法拥有着以下优势：可以化复杂为简单，将复杂的数值计算问题简便

化，可以把三维问题简化为二维问题，把二维问题简化为一维问题。运用三维边界

元法LiuY，Z．Q．Yue等人[39，40】计算了表面裂纹问题，运用边界元法，刘云剧41】研
究了厚板表面裂纹的问题，其计算得到的应力强度因子表达式为：

巧=FtyG,厉a (5．8)

式中F为修正因子，G为第二类椭圆积分。钟明、张永元[421对立方柱表面椭

圆裂纹问题展开了研究，通过用时域边界元法计算了裂纹动态应力强度因子。方志

民、厉淦[43】对内压圆筒内外表面裂纹问题展开了研究，计算得到交互应力强度因

子。虽然边界元法能够计算出来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但是运用这种方法通常只

能解决二维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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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有限元位移法

通过有限元法计算得到结构在单元节点处的应力和位移。然后运用线弹性力

学能够计算出裂纹前缘的位移场和应力场以及应力强度因子。通过分析比较线弹

性力学的位移解和有限元的位移解，能够解得应力强度因子[删。

对于裂纹前缘出发的径向线上的每个节点的位移求解，均可以通过式(5-2)

来进行计算。由于裂纹在萨±冗处的张开位移v相对来说较为明显，所以通常选

择此处的裂纹张开位移值求解I型强度因子，这样计算得到的应力强度因子拥有更

高的准确性。将萨±7c代入式(5-2)中，那么裂纹上、下表面的位移表达式中各

位移分量也都只对应于相应的应力强度因子，故应力强度因子厨，能够以下面的

位移型定义：

牛lⅢim 2+Gl√等V(恍刀)(5-9)
当解决三维问题时，有限元位移法需要对裂纹前缘状态(平面应变或平面应力)

做出假设。大部分研究发现，沿裂纹前缘仅有一小部分区域处于平面应力状态，该

区域处于紧靠自由表面的位置，其它区域基本为平面应变状态。对于平面应变状态，

I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厨可用裂纹面的位移来表示，由式(5．2)知，在萨7c的

裂纹面上 ． ．

V=等怯0-∥) B叫(5-10)

由式(5—10)可知，当确定了节点位移1，r之后即可求得相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

其中位移值可以运用有限元方法求得。将位移值1，，代入式(5．10)，强度因子的解

砭为：

砭2南詹2稿詹 洚㈣

通过式(5．11)可以发现节点位置决定着应力强度因子K；的值。在，．取值范围较

小时，K；与，大致为线性关系，即K：=Ar+B，从而

K，=limK≥B (5—12)
r--+0

。

通过有限元法确定位移之后，求得与其对应的强度因子E值，在直角坐标系

中描绘出这些点∽，K：)，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拟合，得到拟合直线K；=Ar+B。

然后根据外推法，将拟合直线延长至和纵坐标轴相交，则相交之后纵轴的截距B为

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估值。

5．2．5有限元应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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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应力法计算应力强度因子与有限元位移法相似，首先通过有限元法计

算得到应力盯。，将应力仃，代入式(5．1)，能够计算出应力强度因子肠值：

蟛=吒压万 (5．13)

由式(5．13)可知，当确定了节点应力O-、．之后即可求得相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

其中应力值可以运用有限元方法求得。将应力值O-、，代入式(5．13)，计算得到强度

因子值胁，同样将这些点拟合出直线，运用外推法计算得到应力强度因子厨值。

运用有限元应力法计算强度因子时，首先要求得应力场，然而应力场是由位移

场求偏导得到的，所以应力法求得的应力强度因子与位移法相比较精确度较低。所

以，运用有限元法计算强度因子时，通常采用位移法。

5．3 圆柱体半椭圆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解析模型

近几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圆柱体表面裂纹开展了研究。通过研究分别得到了

圆柱体在弯曲载荷与拉伸载荷的作用下的应力强度因子解析式【45471。Cartwright

and Daoud研究了在弯曲载荷作用下直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其解析式为：

量。(a／O)=1．04-3．64(a／D)+16．86(a／D)2-32．59(a／D)3+28．41(a／D)4 (5—14)

Milis and James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得到了在轴向载荷作用下直裂纹前

缘的应力强度因子解析式：

曩．，=o．926一1．77(a／D)+26．42(a／D)2-78．48(a／D)3+87．9(a／D)4 (5·15)

Forman等人研究了在拉弯载荷作用下的圆形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其解

析式为：

／(／,b(o／o)=。．92(2／万，vl(tanxca。／。2(D刀口)／／2(。xa)／2D)[L0．923+0．199(1一sin(万a／2D))4](5—16)

／t／,t(40)=。．92(2／万)．[(tanx⋯a／2、D～)，／一(一xa，／2D)E0．752+2．02(叫。)+。．37(1一sin(万42D))3](5—17)
K=f-q置，。(∥D)+吒量，。(a／0)34-磊 (5．18)

其中，蜃。与霞，。分别为弯曲载荷下与轴向载荷的应力强度因子；O"b与o-,分别

为远场弯曲与拉伸应力，其中a为裂纹深度，D为圆柱体直径。

在弯矩的作用下，车轴表面裂纹以I型裂纹扩展。假如在弯曲载荷的作用下载

与拉伸载荷作用下的名义应力相同，在弯曲载荷作用下圆柱体半椭圆表面裂纹的

强度因子为K鼻，在拉伸载荷作用下圆柱体半椭圆表面裂纹强度因子为K■，在弯

曲载荷作用下无限长板条单边裂纹的强度因子为K?。，在拉伸载荷作用下无限长板

条单边裂纹的强度因子为K?，，那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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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c K；．P

K1IjC K1l?P

其中，K邶B---cro．f磊'F／Bc，砭c=％0磊硗，
所以，可以得到

(5-19)

K87=orot 4-磊FL，Kr?=a：而F；÷P

砍=砍等 ． (5—20)
』’，．P

这里，哎，砍，磷，乃分别为相应情况下裂纹前缘的形状因子，
o-o=32M／：cd3和％7=6M／td2为裂纹所在截面不存在裂纹时的名义应力，口是裂纹

的深度，详细参数如图5-2。

文献中分别给出了砍、磷和吃的表达式如下【48-50]：
F-,r，c 2[1·122一o·23(口／6)一o·90l(口／6)2+0·949(口／b}3一o·28(口／6)4] (5．211

×⋯+0．157(2a／d)-O．634(2a／d)2“59(2a／d)3—6．628(2a／d)4

磷=1．121-1．199(a／d)+4．755(a／d)2—1．628(a／d)3—7．035(a／d)4+13．27(a／d)5(5．22)
磅=1．121-0．231(a／d)+lO．55(a／d)221．72(a／d)3+30．39(a／d)4 (5．23)

式中，a是裂纹深度，b是半椭圆裂纹的长半轴，d是长条板的宽度或圆柱体

直径。

将不同深度、不同形状的裂纹的参数和名义应力分别带入相关公式里，就能够

得到圆柱体表面裂纹最深处的应力强度因子。

]

／'-M

H

一许
一J

]

图5—2圆柱表面裂纹和平板表面裂纹形状参数

Fig．5—2 Shape parameters of cylinder surface craek and plane crack

5．4空心轴半椭圆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解析模型

上一节对实心圆柱体表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了分析，但是列车车轴为

空心，所以上节得到的结论不能直接运用到空心车轴表面裂纹强度因子的计算。由

于空心车轴存在内表面，所以相对于实心圆柱体而言，空心车轴多了一个后自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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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样就会造成车轴表面裂纹达到某个深度的时候，裂纹尖端弹性约束会减少，

裂纹会更加容易发生扩展，与其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增大。因此，要计算空心车轴

表面裂纹强度因子需要对圆柱体裂纹模型进行修正。

为了计算空心圆柱体表面裂纹的强度因子，可以将实心圆柱体表面裂纹的应

力强度因子乘以一个修正系数。对于后自由表面的影响，G．C．Sih与P．C．Paris参考

了中心穿透裂纹弹性解的厚度校正系数【51-52】，即：

厂：I兰tan等1 (5-24)

其中，t是空心轴壁厚，a是裂纹深度。

当裂纹还没有达到某种深度的时候，车轴内孔对其的影响不大，因此本节针对

不同深度的裂纹使用不同的校正系数，即：

小船an秒(a／t<0．2， 隆25，

／-1．2f旦tan竺l(a／t>0．2)。

I f／a 2t．／
7

空心轴裂纹截面处的名义应力为Cro’=(32xMxd)／[万x(d4一a04)】，其中，M为弯

矩，d为空心轴的外表面直径，疡为空心轴内表面直径。通过这些参数可以修正得

到空心轴表面裂纹最深处的应力强度因子表达式：

b=Cro’√丌以·f·砹 (5—26)

分别在轮座两侧及轴身中部插入不同形状比及深度的裂纹，其中裂纹形状比

a／b取值为0．25、0．5、0．75和1，裂纹深度分别选择为0．1mm、0．2mm、0．3mm、

0．4mm、0．5mm和0．6mm。表5．1和图5．3为由解析法求得的空心轮轴不同部位的

不同裂纹形状比的应力强度因子。由图5．3和表5一l可知，当裂纹形状比相同时，

裂纹深度越深，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越大；当裂纹深度相同时，裂纹的形状比a／b

越小，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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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轮座外侧 b)轮座内侧 C)轴身中部

图5．3不同深度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随不同形状比变化的解析解

Fig．5—3 Analytical solu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f different crack depth with different shap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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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空心轴表面裂纹强度因子仿真计算

5．5．1 FRANC3D简介

FRANC3D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工作fl了(Comell Fracture Group．CFG)开发

的一个可以建模、分析应力、计算应力强度因子、分析裂纹自动扩展等功能的软件。

FRANC3D需要和ANSYS、ABAQUS等软件结合使用，其主要功能为计算疲劳寿

命与分析裂纹扩展。FRANC3D基于子模型法分析定载荷作用下的临界裂纹尺寸问

题、疲劳裂纹萌生和扩展等问题。通过FRANC3D可以给子模型插入裂纹，该软件

可以插入多种类型和形状的裂纹。

通过FRANC3D建立裂纹有限元模型，为了使裂纹尖端产生奇异性，在裂纹

前缘采用8个15节点楔形单元，在这些楔形单元周围生成两层20节点的六面体

单元，其它部分采用10节点的四面体单元，在六面体单元与四面体单元之间采用

13节点的金字塔形单元过渡，如图5—4所示。
／～、

／、、＼． 裂纹尖端使用1／4节苣奇异的楔形单

‘～二∑1『 亍己 、

全局使用四面体单元
类型

臼
过渡区域使用金字塔型单元

两个或多个六面体单
“环”

图5。4裂纹模型单元

Fig．5—4 The element of crack model

5．5．2建立包含裂纹的车轴仿真模型

列车运行过程中，由于碎石击打等因素会使轮轴出现缺陷，或直接产生裂纹。

所以本文选择分别在轮座两侧及轴身中部插入不同形状比及深度的裂纹进行仿真

计算，其中裂纹形状比a／b取值为0．25、0．5、0．75和1，裂纹深度分别选择为0．1mm、

0．2mm、0．3mm、0．4mm、0．5mm和O．6mm。另外在轮轴的轮座两侧和轴身中部分

别在有缺口二的模型上插入深度为0．1mm、形状比为0．5的裂纹，计算分析这些裂

纹强度因子，并且分析由缺陷萌生出来的裂纹和完整车轴上直接产生裂纹的强度

因子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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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ANSYS和FRANC3D两个软件对带有裂纹的轮轴有限元模型进行

建模，首先在ANSYS里建立好完整的轮轴有限元模型，然后在ANSYS里建立好

子模型及整体模型，如图5—5。
AN驰 ^“；15

a)子模型 b)整模型

图5-5轮轴子模型及整体模型

Fig．5．5 The sub model and the whole model ofthe wheel axle

将子模型导入到FRANC3D进行插入裂纹，插入裂纹之后，将子模型与整体

模型建立连接，通过ANSYS进行有限元仿真计算。其中裂纹模型及插入裂纹之后

子模型和整体模型如图5-6、图5—7。

a)含有裂纹的局部放大图 b1裂纹网格

裂t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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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轮轴缺陷萌生裂纹有限元模型

Fig．5·-7 Finite element model ofwheel axle with cracks sprouting

5．5．3应力强度因子的有限元解

乳．，／／，⋯》＼。≮卜，‘···√F一、I≮扎／弋_：i：h‘。 ’’一 一割．，···‘‘’ ‘。。I ：：：]，／ 、|．

乳一‘ ’!汁j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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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应力强度因子有限元解(单位MPa·ITllnl72)
Tab．5．2．Finite element solu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MPa·rain¨2)

裂纹深度 裂纹形状比a／b
缺陷位置

a fmm) O．25 0．5 0．75 1

lli}一一I三：!IfII兰I|||『’{i羹=|lj}『|I l，．-]l|『。罗-0 4．”l{j}一一：I≥』：一|『．I{_I|_≤-嚣o
2黧：：

。々■百■■i1■万■■Fil， 。’■百■■F面—■百1■百1， 。气r百1■百1■万百1rir7，

a)轮座夕I、侗4 b)轮座内fIjl0 c)轴身中翻j

图5-9不同深度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随不同形状比变化的有限元解
Fig．5-9 Finite solu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fdifferent crack depth with different shape ratio

由图5．8可以可知，无论在轮座两侧还是轴身中部，由缺陷萌生出的裂纹和完

整车轴上直接插入相同形状的裂纹的强度因子差别不大，所以可以在轮轴表面直

接插入裂纹代替由缺陷萌生出来的裂纹来计算强度因子。由图5-9和表5．2可知，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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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裂纹形状比相同时，裂纹深度越深，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越大；当裂纹深度相

同时，裂纹的形状比alb越小，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越大。

由第二章取裂纹强度因子的门槛值为63．2 MPa·mm¨2，由图5-9和表5—2可知，

在轮座外侧部位，当裂纹形状比为0．25时，深度大于0．4mm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

于门槛值，当形状比为O．5时，深度大于O．4mm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于门槛值，

当形状比为O．75时，深度大于O．6mm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于门槛值；在轮座内侧，

当形状比为0．25时，深度大于0．6mm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于门槛值，这些裂纹已

经达到了裂纹扩展条件，列车在运行中，裂纹将会发生扩展。在轴身中部插入的不

同深度、不同形状比的裂纹的强度因子均未达到门槛值，所以这些裂纹将不会发生

裂纹扩展。

5．5．4解析解与有限元解的对比

将轮轴不同位置的不同形状、深度的裂纹的强度因子有限元解与解析解进行

统计对比，如图5．10至图5．12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在轮轴同一位置，相同深度、

相同形状比的裂纹的强度因子的解析解与有限元解之间的差异不大，其中最大偏

差为6％，所以有限元解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0 2 O 3 0 4 O 5 0 6 0 7 0 8 O 9 1 0 1

疑坟形状比a／b

a1 0．1mm

63

02 O 3 0 4 0 5 0 6 0 7 0 8 O 9 1 0 1 1

裂纹形状比a，b

b1 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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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一11轮座内侧不同裂纹解析解与有限元解对比
Fig·5_1 1 Comparison between analytical solutions and finite element solutions for different cracks

on the intside of wheel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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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轴身中部不同裂纹解析解与有限元解对比

Fig．5—1 2 Comparison between analytical solutions and finite element solutions for different cracks

on cen仃al wheel axis

5．5．5裂纹前缘归一化应力强度因子

对在不同位置建立的不同形状、深度的裂纹的模型进行有限元求解，其中每个

裂纹的前缘归一化应力强度因子如图5—13至图5—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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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轮座5't-N裂纹前缘归一化结果

Fig．5．1 3 Results of normalized crack on the outside of wheel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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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14 Results ofnormalized crack on the inside ofwheel seat

一司≤三三娑，一：
l，：J j 量：o

粕R舸。0岵ftF癣

a1 0．1mm

裂“前．g：j—fere^

b)0．2mm

67

f

l
≥：。
至

O O O： O 4 06 O e

裂垃岍诺c|]一化融蠢

c1 0．3mm

。∞。一，p如“。。。

蛳

柏

∞

∞

∞

o

I_l∞t：一i

∞峙∞弱∞等∞佴伸0

O

一。1日“：一2

∞

强

∞

仆

仲

0

0

一l∞t：一i

伯

∞

∞

蝴

∞

∞

∞

o

一：lt．B正=一翌

柚竹轴笃∞”∞0

0

一，lkt：一2

∞骈∞鸸加拍鞴∞∞”恤0

0

一．c_#-L：}l×

万方数据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前．；■ 。L?=毫

d、0．4mm

知‘4．jl=一。r～誊

e、0．5mm n 0．6mm

图5—15轴身中部裂纹前缘归一化结果

Fig．5-1 5 Results of normalized crack on central wheel axis

图5．13至图5．15为轮座外侧、内侧和轴身中部裂纹深度a从O．1mm到0．6mm

在不同形状比a／b情况下的裂纹前缘归一化应力强度因子。由图可知，当形状比a／b

为1的状况下，不论裂纹深度多深，裂纹中间的应力强度因子均小于裂纹两端的

应力强度因子。由此可知半圆形裂纹尖端位置的扩展速率小于两端的扩展速度，半

圆形裂纹逐渐扩展为椭圆形裂纹。

5．6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研究空心车轴表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问题。主要研究不同位置、不

同形状比、深度的裂纹强度因子。本章主要开展的工作内容以及得到的结论如下：

1、统计分析裂纹尖端的应力和位移以及不同的强度因子的计算方法，对圆柱

体半椭圆表面裂纹强度因子的解析模型进行修正，得到空心轴表面裂纹强度因子

的解析解模型。

2、分别在轮座两侧及轴身中部插入不同形状比及深度的裂纹，其中裂纹形状

比a／b取值为O．25、O．5、0．75和1，裂纹深度分别选择为0．1mm、0．2mm、0．3mm、

0．4mm、0．5mm和0．6mm。依据解析模型进行计算得到每个裂纹的强度因子解析

解。

3、基于子模型法，通过FRANC3D在轮轴的轮座两侧和轴身中部分别插入上

述不同的裂纹，另外在有缺口一的模型上插入深度为O．1mm、形状比为O．5的裂

纹。将FRANC3D与ANSYS结合起来进行有限元计算，得到上述裂纹强度因子的

有限元解。通过对比发现，无论在轮座两侧还是轴身中部，由缺陷萌生出的裂纹和

完整车轴上直接插入相同形状的裂纹的强度因子差别不大，所以可以用轮轴表面

直接插入裂纹代替由缺陷萌生出来的裂纹来计算强度因子；通过解析解与有限元

解的对比发现，在轮轴同一位置，相同深度、相同形状比的裂纹的强度因子值差异

不大。当裂纹形状比相同时，裂纹深度越深，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越大；当裂纹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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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相同时，裂纹的形状比a／b越小，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越大。当形状比a／b

为1的状况下，不论裂纹深度多深，裂纹中间的应力强度因子均小于裂纹两端的

应力强度因子。由此可知半圆形裂纹尖端位置的扩展速率小于两端的扩展速度，半

圆形裂纹逐渐扩展为椭圆形裂纹。在轮座外侧部位，当裂纹形状比为0．25时，深

度大于0．4mm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于门槛值，当形状比为0．5时，深度大于0．4mm

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于门槛值，当形状比为0．75时，深度大于O．6mm的裂纹强度

因子值大于门槛值；在轮座内侧，当形状比为0．25时，深度大于O．6mm的裂纹强

度因子值大于门槛值，这些裂纹已经达到了裂纹扩展条件，列车在运行中，裂纹将

会发生扩展。在轴身中部插入的不同深度、不同形状比的裂纹的强度因子均未达到

门槛值，所以这些裂纹将不会发生裂纹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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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6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高速列车轮轴疲劳损伤下的疲劳可靠性。制作测力轮对，在重

庆．宜昌东．汉口线路上进行实测，将实测数据处理得到应力谱。在车轴的不同位置

建立不同形状的缺口有限元模型，通过光滑．洲曲线估算缺口．洲曲线。结合实
测应力谱、缺口．洲曲线和疲劳损伤理论计算缺陷的裂纹萌生寿命。通过解析法
与有限元法分别求解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对比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确定有

限元仿真法的可靠性。再将其与应力强度因子门槛值进行对比，判断裂纹是否会发

生扩展。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结论和成果：

(1)调研了车轴运行过程中遭到小飞石等异物击打所造成缺陷的形状，车轴

钢的疲劳性能参数，其中车轴钢的洲曲线为lgN=-3．45190'+15．73，门槛值在4
MPa·nlnll／2 10．37 MPa·111111抛之间变化，从安全方面考虑，选择车轴钢的门槛值取

值为2 MPa·nlnl“2，裂纹的扩展参数为：

da／dN=3．61×10。11AK¨6 (0-2mm)
da／dN=3．34×10。’4AK3‘5 (2-4mm)
da／dN=3．51×10．-19AK7·17 (>4mm)

(2)建立轮轴有限元模型，根据标准对轮轴施加约束和载荷进行仿真计算，

通过有限元计算确定两个轮座两侧以及轴身中部是危险截面，且轮轴外表面应力

最大，从外表面到内表面应力逐渐降低。在青岛四方厂对这5个危险截面进行贴

片、组桥。轮轴装车以后，在重庆．宜昌东．汉口线路上进行跟车试验，通过数据处

理得到应力谱，发现轮无论是空车还是重车，轮座外侧主应力最大，重车时各个截

面的主应力大于空车时的主应力。

(3)选择在一个轮座两侧和轴身中部三个截面建立4种不同缺口的有限元模

型，根据标准施加边界条件，通过仿真计算得到每个缺口处的应力，根据其名义应

力计算得到每一个缺口的应力集中系数，根据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对轮轴缺口处

的．洲曲线进行近似估计，得到了不同缺口的洲曲线。
(4)依据实测应力谱以及估算得到的．洲曲线，结合Miner疲劳累积损伤理

论估算车轴表面缺口裂纹萌生寿命，依据计算结果发现：应力集中系数越大，疲劳

累积损伤也越大，裂纹萌生寿命越短。在轮座内侧以及轴身中部当应力集中系数大

于3．3时，缺陷的裂纹萌生寿命将小于一个三级检修周期；对于轮座外侧而言，当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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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集中系数大于2．6时，缺陷的裂纹萌生寿命将小于一个三级检修周期，则车轴

表面缺陷会在一个三级检修周期内萌生。

(5)建立带有裂纹的车轴有限元模型，分别在轮座两侧及轴身中部插入不同

形状比及深度的裂纹，其中裂纹形状比alb取值为O．25、O．5、O．75和1，裂纹深度

分别选择为0．1mm、0．2mm、0．3mm、0．4mm、O．5mm和0．6mm。另外在有缺口一

的模型上插入深度为0．1mm、形状比为0．5的裂纹。分别计算出来裂纹强度因子的

解析解和仿真解，通过对比发现，由缺陷萌生出的裂纹和完整车轴上直接插入相同

形状的裂纹的强度因子差别不大，可以用轮轴表面直接插入裂纹代替由缺陷萌生

出来的裂纹来计算强度因子；在轮轴同一位置，相同深度、形状比的裂纹的强度因

子值差异不大。当裂纹形状比相同时，裂纹深度越深，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越大；

当裂纹深度相同时，裂纹的形状比越小，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越大。当形状比为

1时，裂纹中间的应力强度因子均小于裂纹两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可知半圆形裂纹

尖端位置的扩展速率小于两端的扩展速度，半圆形裂纹逐渐扩展为椭圆形裂纹。在

轮座外侧部位，当裂纹形状比为o．25时，深度大于0．4mm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于

门槛值，当形状比为O．5时，深度大于0．4mm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于门槛值，当

形状比为0．75时，深度大于0．6mm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于门槛值；在轮座内侧，

当形状比为O．25时，深度大于0．6mm的裂纹强度因子值大于门槛值，这些裂纹已

经达到了裂纹扩展条件，列车在运行中，裂纹将会发生扩展。在轴身中部插入的不

同深度、不同形状比的裂纹的强度因子均未达到门槛值，所以这些裂纹将不会发生

裂纹扩展。

6．2展望

本文通过调研的方式得到车轴钢的．洲曲线和断裂属性，对缺口孓Ⅳ曲线的
估算存在误差，以至于对缺口的萌生寿命预测存在误差；其次本文选择的缺口及裂

纹种类还比较少，在轮轴上插入缺口和裂纹的位置不够多；没有分析裂纹扩展距离

和载荷作用次数之间的关系。以上不足之处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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