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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非共面双裂纹进行了疲劳试验，分析认为其裂纹扩展属于三型复合型裂纹；建立了双裂

纹结构有限元模型，通过计算裂纹前端应力强度因子并结合复合型裂纹的扩展特性及断裂准则，

对裂纹相对尺寸、相对位置对其扩展的影响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偏移距离与较长裂纹尺

寸的比值大于较短裂纹尺寸与较长裂纹尺寸的比值时，裂纹间相互作用较小，对疲劳寿命几乎没

有影响；反之裂纹间相互作用较大，将会减少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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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飞机结构表面会由于腐蚀作用形成许多腐蚀

坑继而发展为多处表面裂纹，裂纹间的相互干涉导

致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复杂。对于非共面表面裂纹，

本文认为非对称相对位置引起的剪切载荷将导致裂

纹扩展发生三维变形，形成Ⅰ、Ⅱ、Ⅲ型复合型裂

纹。国内外基于应力强度因子对飞机结构共面裂纹

的相互干涉进行了许多研究[1-6]。Richard 等人则对

几种表面复合型单裂纹的扩展特性和断裂判据进行

了深入研究[7-9]，但非共面表面双裂纹扩展干涉方面

的研究成果较少。 

有限元模拟与疲劳试验相结合是目前研究双

裂纹的重要方法[10-14]。本文对非共面裂纹扩展的相

互影响作用进行了疲劳试验研究。利用 FRANC3D

进行有限元分析，根据 Richard 提出的裂纹断裂准

则和扩展计算公式模拟了裂纹的扩展；选取裂纹相

对位置、裂纹尺寸等重要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了其

对裂纹扩展的影响。 

2 疲劳试验分析 

试件几何尺寸见图 1，其厚度为 3mm。裂纹一、

裂纹二的长度和深度分别用 c1、c2 和 a1、a2 表示；

材料为 LY12CZ ；泊松比 0.33 ；抗拉强度为

447.86MPa；屈服强度为 342.02MPa；伸长率为 11%；

弹性模量为 69580MPa。在试件中心垂直于荷载方

向加工两条长 5mm、深 1.2mm 的半圆状凹槽，沿

载荷方向的两裂纹距离 H 及沿垂直载荷方向的两

裂纹距离 S 设定为 5mm 或 10mm 两种尺寸，对不

同尺寸的 S、H 组合情况进行试验分析。 

在 MTS 810 疲劳试验机上进行等幅试验。加载

波形为正弦波；频率为 10Hz；应力比为 0.5；最大

应力为 120MPa。加载直至试验件断裂，用 KH-7700

式光学显微镜对试件及断口进行拍照。部分试件及

断口照片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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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件几何尺寸 

图 2 试件断裂微观照片 

对试件断裂后的照片进行观察发现：两条裂纹

间相互影响，其扩展方向与单纯的Ⅰ型裂纹扩展方

向差别明显（单纯的Ⅰ型裂纹断裂面与初始裂纹面

成一平面）；两条裂纹靠近的一端相互作用明显，扩

展方向向另一条裂纹弯曲，两条裂纹远离的一端相

互作用较小。对试件断口进行观察发现：相互影响

的两条裂纹不仅扩展方向发生弯曲，同时断裂表面

也与加载方向呈一定角度，与单纯的Ⅰ型或Ⅱ型裂

纹扩展区别明显（单纯Ⅱ型裂纹断裂面也为平面，

与初始裂纹面成一定角度，但不会形成不规则的弯

曲面）。两条裂纹基本同时断裂，这主要是由于两条

裂纹前缘应变能释放率最大值基本相等，两条裂纹

几乎同时开始扩展。裂纹首先从两裂纹近端长轴端

点处起裂，这主要是由于存在的边界效应导致应力

集中程度较高。长轴端点处生成包裹状裂纹并与原

裂纹面呈较大角度弯曲扩展，向原裂纹面法线方向

偏转；短轴端点裂纹基本沿原裂纹面平行方向扩展，

弯曲程度较小。 

本文通过对试件疲劳断裂特征进行分析，发现

其符合Ⅰ、Ⅱ、Ⅲ复合型裂纹扩展特性[15-16]。 

3 有限元建模及裂纹扩展分析 

3.1 有限元模型构建 

通过将整体模型和局部模型相结合来建立结

构的有限元模型。局部模型叠加在整体模型之上，

局部位移和全局模型位移构成整个模型的位移[9]。

整体模型的构建在 ABAQUS 中进行，再利用

FRANC3D 的有限元几何模型转换功能进行转换；

分别进行裂纹的定义、材料特性定义、边界条件的

设定、裂纹局部网格细节的划分。裂纹形状变化通

过改变局部网格实现，不需要重新划分整个模型的

网格就可以进行各种相对位置和不同裂纹尺寸下的

裂纹扩展模拟；由于非共面双裂纹尖端不是纯粹的

Ⅰ型应力状态，属于复合型裂纹，因此计算得到的

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包含Ⅰ型应力强度因子 K 、Ⅱ

型应力强度因子 K 、Ⅲ型应力强度因子 K ；在

计算过程中，根据 Richard 提出的混合型裂纹断裂

判据判断裂纹尖端是否开裂，再根据裂纹扩展、应

力应变等信息，进行网格的重新划分；最后根据应

力强度因子历史值和材料常数预测疲劳裂纹寿命。 

3.2 裂纹扩展分析 

由试验结果分析可知：由于不共面双裂纹之间

的相互影响，非共面双裂纹按复合型裂纹模式进行

扩展。Sih、Pook、SchÖllmann 和 Richard 都对复合

型裂纹进行了研究，各自提出了裂纹开裂准则。其

中 Sih 和 Richard 提出的开裂准则在计算Ⅰ、Ⅱ复合

型裂纹时精度较高，而在计算Ⅰ、Ⅱ、Ⅲ复合型裂

纹时 Richard 提出的开裂准则精度较高[7]。本文选用

Richard 提出的开裂准则对非共面复合型裂纹的扩

展进行计算分析。 

Richard 提出的复合型应力强度因子 eqK 的计

算公式如式（1）所示[7],即 

2 2 2
eq 1 2 Ic

1
4( ) 4( )

2 2

K
K K K K K 

           (1) 

其中： 1 Ic ΙΙc/ =1.155K K  ； 2 Ιc ΙΙΙc/ =1.0K K  ； ΙcK 、

ΙΙcK 、 ΙΙΙcK 分别为Ⅰ、Ⅱ、Ⅲ型裂纹临界应力强度

因子。 

0 和 0 分别是图 3 中定义的裂纹扩展偏转

角， 0K  。当 0K 时，
00  ；当 0K

时，
00  ；当 0K  时，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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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裂纹扩展偏转角 

4 仿真结果分析 

4.1 模型有效性验证 

这里通过对相对位置参数 H=10mm、初始裂纹

长度 c1=c2=5mm、a1=a2=1.2mm 时, 分别取 S=0mm

和 S=10mm 两种情况进行仿真分析。应力比 R=0.5；

最大应力为 120MPa；频率为 15Hz。 

S=0mm、H=10mm 时，两条裂纹 I 型应力强度

因子变化规律如图 4 所示，实心和空心点分别代表

两条裂纹。随着裂纹的扩展，裂纹在水平方向的投

影开始重叠，同时由于相互影响，两裂纹近端越来

越接近。初始阶段应力强度因子变化较小，随着裂

纹的扩展，两裂纹远端应力强度因子开始增大，近

端应力强度因子开始减少。在水平方向的投影重叠

位置，应力强度因子的减小导致裂纹停止扩展和裂

纹前缘的变形。分别对 H=10mm 时，S=0mm 和

S=10mm 两种情况进行仿真，裂纹在平面上的扩展

轨迹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两种情况下

的裂纹扩展规律比较相似：在裂纹近端，两裂纹相

互影响，扩展方向发生变化，越来越接近；而在两

裂纹远端，扩展基本呈直线，垂直于荷载方向。仿

真结果与试验观察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建立的模型

比较有效。 

 

图 4 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变化规律 

4.2 各影响因素分析 

4.2.1 相对尺寸对裂纹扩展的影响 

假设裂纹二的初始尺寸 c2=2.5mm，初始距离为 

 

图 5 裂纹扩展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S=10mm、H=10mm。裂纹扩展速率通过方程(4)[7]计

算，即 

 eq

d

d

na
C K

N
                 (4) 

其中：N 为载荷作用次数；a 为裂纹长度；C、n 为

材料和环境参数，由试验确定。 

扩展速度的不同增大了裂纹尺寸的差异，当长

裂纹扩展长度覆盖短裂纹时，短裂纹停止扩展。因

此，当两裂纹尺寸相差明显时，两裂纹间相互影响

最终将导致较小裂纹停止扩展，如图 6 所示。 

4.2.2 相对位置裂纹扩展的影响 

初始水平偏移距离 S 和垂直偏移距离 H 对双裂

纹相互作用都存在影响。本文对不同 S、H 和初始

裂纹尺寸比进行了多种情况下的仿真。当双裂纹扩

展到一定阶段时，裂纹交叠，相对距离 S 变为 0，

这时主要考虑 H 和裂纹尺寸的影响。S 变为 0 时，

H/c1 和 c2/c1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 7 所示，其中 H 表

示仿真开始时的偏移距离。实心符号表示裂纹二的

扩展被抑制，试件疲劳寿命即指裂纹一的寿命；空

心符号表示双裂纹保持相互作用，裂纹二继续扩展。

两条裂纹相互影响导致试件更快断裂，试件的疲劳

寿命受两条裂纹的相互作用影响而缩短。裂纹扩展

是否被抑制需要综合考虑 H/c1和 c2/c1。如图 7 所示，

当 H/c1 大于 c2/c1时，两条裂纹保持相互作用，将减

小疲劳寿命；当 H/c1 小于 c2/c1时，较短裂纹扩展将

被抑制，对疲劳寿命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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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变化规律 

 
图 7 裂纹相对位置影响 

5 结 论 

本文通过试验和仿真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 非共面表面裂纹之间相互影响，本文通过试验

及分析认为其裂纹扩展符合Ⅰ、Ⅱ、Ⅲ复合型裂纹

扩展特性。 

2) 当相互影响裂纹的尺寸相差 5 倍以上时，长裂

纹将对短裂纹产生抑制作用，最终导致短裂纹停止

扩展。此时两裂纹间相互作用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可

以忽略不计。 

3) 偏移距离和相对大小是决定两个表面裂纹之间

相互影响的重要参数。当双裂纹扩展交叠时，偏移

距离与较长裂纹尺寸比值大于较短裂纹尺寸与较长

裂纹尺寸比值时，裂纹间相互作用对疲劳寿命几乎

没有影响；反之，裂纹间产生相互作用，将会减少

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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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dynamic parameters of concrete  
samples with large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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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the ultrasonic wave propagating in concrete samples with large 

dimension, the internal defect and uniformity of concrete is analyzed and the dynamic parameters such as modulus 

of elasticity,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and relaxation time are obtained. Meanwhile, the cylindrical samples of 

concrete with the same mix ratio as the large size samples are molded. Using Hopkinson Pressure Bar (HPB) test, 

the dynamic parameters are obtain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from ultrasonic testing. Experimental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the dynamic modulus of elasticity measured by ultrasonic wave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HPB test ones. The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obtained from HPB test is larger than that from ultrasonic testing due to 

the dynamic mechanic damages. Moreover, the relaxation time derived by HPB test is about two times of that 

derived by ultrasonic testing. It implies that the samples in high strain rate tests seem more brittle. Simultaneously, 

the data of tes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Keywords: concrete with large dimension, ultrasonic testing, HPB test, dynamic modulus of elasticity,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relaxation time. 

 

Test and simulation of interaction of non-coplanar double  
surface c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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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aduate team, 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cademy, 264001, Yantai, China)2 

Abstract：The non-coplanar double cracks are analyzed by fatigue test. They are considered as mixed mode cracks 

of three typical cracks.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non-coplanar double crack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rack tip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SIFs) are calculated. Then the effect of relative size and relative position of cracks on 

crack propagation is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crack growth characterization and fracture criterion. The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if the ratio of the offset distance and the longer crack size is greater than the ratio of the long 

crack size and shorter crack size, the interaction of two cracks have no effect on the fatigue life, conversely, the 

interaction will reduce fatigue life. 

Keywords: double cracks, non-coplana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nter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