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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壁板和腹板结构作为重要的承力结构，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由于工艺或者结构

设计的要求，需要对壁板或者腹板开孔。例如飞机设计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减重、维修、

管线通过等需求，需要在壁板上开孔。但是开孔会导致孔边应力集中，造成结构的强度

变化，在开孔处发生疲劳破坏。对结构的孔边进行加强，是减少应力集中的一种常见方

案。但是对加强结构的研究较少，往往依靠经验，细致的探究较少。因此探究加强结构

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实验分析和有限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借助

实验结果验证疲劳寿命预测方法的准确性。通过疲劳寿命预测方法，分析加强结构的形

状和尺寸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1）腹板开孔加强结构静态性能的数字图像相关实验及有限元分析模型的建立与

验证。首先设计并加工了多种典型的不同加强结构的开孔腹板试件，通过基于数字图像

的数字图像相关实验，测试了不同加强结构的试件在静态载荷作用下的位移、应变分布；

基于有限元方法，建立了含加强结构的开孔腹板静力学性能分析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分

析了试件在静态载荷下的位移、应变分布情况。将有限元分析与数字图像相关实验获得

的不同加强结构的位移云图、应变分布云图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的趋势相同，大小

一致，从而验证有限元分析模型的准确性。通过数值分析获得不同加强结构构件的应力

分布情况，计算获得孔边的应力集中系数。将应力集中系数和构件裂纹萌生寿命进行比

较，可知应力集中系数反映了试件裂纹萌生寿命的高低。 

（2）腹板开孔加强结构的疲劳试验及疲劳寿命预测方法验证。通过疲劳试验获得

了不同加强结构的试件的疲劳寿命。通过实验可以发现，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有很大

的影响。对于相同加强结构的试件，在裂纹扩展速率的双对数坐标下，裂纹扩展速率与

裂纹长度成线性关系。同时通过疲劳实验结果，对比试件的裂纹萌生寿命，验证了孔边

应力集中系数的大小反映裂纹萌生寿命高低。借助 Franc3D 软件，通过对含预制裂纹的

试件模型施加合适的边界条件，建立了一种快速高效的裂纹扩展寿命预测方法。借助这

种方法，分析不同加强结构腹板的裂纹扩展寿命，并与疲劳试验的结果进行了比较，验

证了方法的准确性。在计算裂纹扩展寿命的过程中，分析了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KⅠ、

KⅡ、KⅢ随着裂纹扩展的变化情况。 

（3）加强结构的形状与尺寸对疲劳寿命影响的分析与优化。借助疲劳寿命预测方

法，分析了加强结构的宽度和厚度对于不同加强结构的疲劳寿命影响，得到了不同加强

结构的宽度和厚度对于疲劳寿命影响的曲线图。之后探究了加强结构具有相同体积或相

同截面积时，不同形式的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发现双侧加强结构具有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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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集中系数，得出了双侧加强结构具有较高的裂纹萌生寿命和较高的裂纹扩展寿命的

结论。 

 

关键词：开孔腹板；加强结构；疲劳寿命；形状设计；尺寸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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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esign of Shape and Size Parameters of Reinforcements 

of Web with Openings for Fatigue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earing structure, siding and web structures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Du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cess or structural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open the 

wall or the web. For example, in the process of aircraft desig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weight reduction, maintenance, pipeline passage, etc., it is necessary to open holes in the wall 

panel. However, the opening of the hole causes stress concentration at the edge of the hole, 

causing a change in the strength of the structure, and fatigue damage occurs at the opening. 

Strengthening the edge of the structure is a common solution to reduce stress concentration.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enhanced form, often relying on experience, and no 

detailed inquir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nhanced forms on 

fatigue life. In this paper, the accuracy of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ethod is verified by 

experimental result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xperimental analysis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 effect of the shape and size of the reinforced form on the fatigue life is analyzed 

by the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ethod. 

 (1)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experiment and establish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for reinforcements of web with openings. Firstly, a variety 

of typical open-web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structures were designed and 

processed. The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the displacement and strain 

distribution of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s under static load. Then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the displacement and strain distribution of the 

specimen under static load.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the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method a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splacement contours and the strain contours. The trends and 

size are same, which indicates the accuracy of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Through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stress contours of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s are obtained, and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of the hole edge is calculated. Comparing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with the crack initiation life of the member, it is known that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reflects the crack initiation life of the test piece.  

(2) Fatigue test and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ethod verification of reinforcements of 

web with openings. The fatigue life of the specimens of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s was 

obtained by fatigue test. It can be found through experiments that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fatigue life. For the specimens of the same reinforcement 

form, the crack propagation rate is linear with the crack length at the double logarith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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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s of the crack growth rat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fatigue test results, the 

crack initiation life of the test piece was compared, and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of the 

hole edge was verified to reflect the crack initiation life. With the help of Franc3D software, a 

fast and efficient solution for calculating the crack propagation life is realized by 

prefabricating the initial crack on the model. With this scheme, the crack propagation life of 

the hole-type bosses with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s is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fatigue tests, the accuracy of the scheme is verified. In the process of 

calculating the crack propagation life,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at the crack tip and the change 

with the crack propagation were analyzed. 

(3)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shape and size of reinforcements of 

web with openings on fatigue life. By means of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analyzing the 

fatigue life, the effects of the width and height of the reinforcement form on the fatigue life of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s were analyzed. A graph of the effect of width and height of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s on fatigue life is obtained. Afterward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orms of reinforcement on fatigue life were observed when the reinforcement forms had the 

same volume or the same cross-sectional area. It was found that the bilateral reinforcement 

form has a lower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and the bilateral reinforcement form has a higher 

The conclusions of crack initiation life and high crack growth life are of great value for 

guiding people to design fatigue life. 

 

Key Words：Perforated Web; Reinforcement Form; Fatigue Life; Shape Design; 

Dimens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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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壁板和腹板都是重要的承力结构，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例如现代运输飞机机身

结构大多采用铆接壁板形式，机身使用大量轻薄安全的壁板结构。船舶结构中，船舶结

构中，腹板是重要的支撑结构，以“梁”的特性在船体结构中承担载荷，实现对船体板

材的支持，从而保证船体的强度和水密完整性[1]。但是由于工艺或者结构设计的要求，

需要在壁板或者腹板开孔。例如飞机设计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减重、维修、管线通过等

需求，需要在壁板上开孔。在船舶结构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为了减轻结构重量，方便

人员检查维修出入，利于空气和液体的自由流通以及电缆、管道和其它构件的布置需要，

常在主要构件腹板上开有许多不同形状和尺寸的开孔[1]。但是由于孔边应力集中现象的

存在，会导致结构的强度发生变化，容易在开孔处发生疲劳破坏。而对结构的孔边进行

加强，减少应力集中，是人们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常见方案。但是人们对于加强结构的

研究较少，主要依靠经验，很少进行深入的探究。因此对于加强结构的探究是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a)机身的壁板结构 (b)船体腹板结构 

图 1.1  承力结构 

Fig. 1.1  Bearing structures 

 

随着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成本和扩大生产规模，

人们所制造和使用的器械不断地向大型化、高速化和智能化发展[2]。设备在工作的过程

中不断承受循环载荷的作用，可能造成设备的疲劳老化，产生疲劳裂纹。疲劳破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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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蔽性、突发性的特点，疲劳失效引发的事故很多，如图 1.2 所示。据不完全统计,

金属材料因疲劳失效导致的重大事故占失效事故总数的 80%以上[3]。 

 

  

(a)发动机叶片的疲劳断裂 (b)客机机身金属疲劳破坏 

图 1.2  疲劳破坏 

Fig. 1.2  Fatigue damage 

 

例如 1954 年“彗星 1 号”客机，由于机身的疲劳破坏，机体产生裂纹，造成飞机的

解体，致使机上乘客的遇难。1977 年“波音 747”客机在飞机起飞后，由于某一引擎的

故障造成飞机急速下降。最后的调查结果，也是金属疲劳导致涡轮叶片的断裂。如图 1.3 

(a)所示，1998 年德国高铁“ICE884 号”列车在经过桥梁时，突然出轨，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如图 1.3 (b)所示，2009 年萨扬-舒申斯克水力发电厂，由于 2 号发电机组的垂直震

动突然加剧，导致整个机组瞬间解体，发电厂厂房被大水吞没，因此导致 75 名员工的

伤亡。事后调查原因也是金属疲劳导致螺栓断裂。2013 年“波音 737”飞机在着陆时，因

为飞机起落架断裂，造成人员受伤，调查结果显示疲劳断裂引起的事故。 

研究结果表明，疲劳破坏一般在设备结构强度薄弱、存在应力集中的部位开始。对

于开孔结构，开孔处应力集中现象十分明显，孔边成为整个结构抵抗疲劳破坏最为脆弱

的部分。对孔边进行加强，减少应力集中，是人们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思路。但是人们

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缺少成熟的方案。 

本文选定开孔腹板结构作为加强结构的载体，选择了四种不同加强结构的开孔腹

板，通过研究这四种不同加强结构的腹板的疲劳寿命，探究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的影

响。本文通过实验分析和有限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借助实验结果验证有限元模型的准

确性。基于有限元模型，分析加强结构的形状和尺寸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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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德国 ICE高速列车脱轨事故 (b)萨扬-舒申斯克水力发电厂事故 

图 1.3  疲劳事故 

Fig. 1.3  Fatigue accident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1.2.1  结构疲劳的研究进展 

人们对于疲劳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1829 年德国人阿尔贝

特(W.A.J.Albert)对卷扬机焊接链条进行了观察和实验，被大家认为是最早进行疲劳研究

的人。1871 年德国工程师韦勒[4]，提出了 S-N 曲线的概念，发现了应力幅对疲劳破坏有

重要作用，为疲劳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人在韦勒工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相关

的研究。戈倍尔(Gerber)发现材料疲劳强度受到平均应力的影响,提出了戈倍尔抛物线方

程。英国人古德曼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并且提出了古德曼图[5]。

1884 年，包辛格发现材料的弹性极限会在循环载荷作用降低，并且引入了“应力—应变

滞后回线”的概念来解释出现的这种现象。直到 1952 年，邱扬进行铜棒试验时，又重

新提出了“循环软化”现象,并命名为“包辛格效应”，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1957 年，Irwin

提出用应力强度因子 K 来表示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大小[6]。1961 年，Paris 发现在等幅循

环载荷作用下，裂纹扩展速率和应力强度因子范围存在相关性[7]，并且提出著名的 Paris

公式。Forman 和 Walker 等人在 Paris 公式的基础上，考虑了应力比，对于疲劳寿命的

影响[8, 9]。1960 年开始，随着电子显微镜技术的不断进步，学者们在进行宏观探究的同

时，也开始进行微观的损伤机理的探索。人们开始真正了解到疲劳裂纹萌生机理。

Thompson[10]等、Zappfe[11]等、Forsyth[12]的人的研究，开始关注在微观尺度裂纹产生的

机理。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有关材料发生循环硬化和软化的微结构，对于疲劳裂纹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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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展的影响[13]。这些研究都推动了人们对于疲劳的认知，对于后续的对于结构疲劳性

能的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对于疲劳的机理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裂纹的扩展过程大致分为，裂

纹萌生、裂纹扩展、瞬间断裂三个阶段。由于瞬间断裂的时间比较短，主要的疲劳寿命

集中在裂纹萌生和裂纹扩展两个阶段。人们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开始建立各种各样的

疲劳寿命预测模型。目前常用的疲劳寿命评估方法[14-17]，大致可以分为下面的几种模型。 

对于等幅加载预测模型，通过实验结果获得的金属材料疲劳数据 S-N 曲线、裂纹疲

劳扩展曲线，根据 Paris 公式[18]，推断试件的剩余疲劳寿命。公式章 (下一章) 节 1 

 ( )mda
C K

dN
    (1.1) 

如果考虑到应力比或者平均应力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可以使用 Forman 公式[19]。

虽然 Paris 公式和 Forman 公式计算疲劳寿命，计算方法简单，但是本身考虑的因素比较

少，计算结果不准确，可以粗略使用。 

 
(1 )

m

c

Cda

dN r K




 

Ⅰ

Ⅰ

  (1.2) 

Miner[20-22]等人针对疲劳问题，提出了疲劳损伤模型，认为每次的循环载荷对于材

料都会有一定的损伤，当损伤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材料才会发生疲劳断裂。之后

鄢君辉、刘洪天等[23-25]人对于 Miner 线性理论进行了修正。 

 
1

1
k

i

i i

n

N

   (1.3) 

Neuber[26]等认为局部应力和应变等因素对于疲劳寿命有着重要影响。Topper[27]等人

对 Neuber 法进行了修正，将应变范围考虑进来。吴启舟等[28]、叶笃毅等[29]对 Neuber

法进行了验证。 

 2

TK K K    (1.4) 

Wheeler[30]等认为残余应力、应变对于疲劳寿命有影响，引入超载迟滞模型。Murthy

等[31]、吕绪明等[32]对模型进行了验证。Mehrzadi 等[33]、卞如冈等[34]对 Wheeler 模型进

行了改进，获得了比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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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孔边加强结构的研究现状 

对于开孔结构，孔附近的应力远远大于无孔时的应力。一部分学者通过实验的方式

分析孔边应力的集中问题，主要的实验方式有光测法、电测法等。王启智[35]首次推出拉

伸半无限圆孔板孔边最大应力集中系数的显式表达式, 此式不但形式简单而且具有良好

的精度。Mohammad[36]探讨了由功能梯度材料制成的带圆孔平板，在双轴拉伸和纯剪切

两种工况下的应力分布。Zheng Yang[37]研究了开有圆孔的有限厚度的弹性板的应力和应

变集中问题。杨丽红[38]得到了含矩形孔的无限大板在单向应力及纯剪切两种工况下的孔

边应力，并通过光弹实验进行了验证。Younis[39]利用光弹实验验证了预应力对于孔周围

应力的影响，Lotfi Toubal[40]运用光弹实验的方法研究复合材料板存在集合缺陷时应力分

布情况，黄宁[41]通过疲劳试验探究了缺口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但是实验的过程复杂，

成本比较高，不利用大量的应用。有限元方法因为准确性、简单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尹奇志[42]利用 ANSYS 软件对圆孔板的应力集中以及平板中心裂纹、圆孔板孔边裂纹进

行了有限元分析。黄炳臣[43]和佘崇民[44]则借助 ANSYS 软件分别数值分析了考虑厚度的

中心圆孔板和中心椭圆孔板的三维应力集中问题。 

也有学者对于孔边加强结构进行了探究。谢志东[45]应用 ANSYS 探究了不同补强管

深度和补强管段壁厚对于结构应力强度和疲劳深度的影响。欧阳小慧[46]对叠层元件的孔

挤压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强化方式下的残余应力分布，将有限元模拟的结果与试验结

果进行了对比。杜玉梅等[47]通过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建立孔边凸台结构模型，对比

单边凸台和双边凸台对结构断裂的影响。张炯等[48]利用有限元软件建立孔边双边凸台结

构的有限元模型，根据静力分析结果确定开裂模式进行以裂纹扩展寿命为目标，凸台高

宽比为变量的设计优化计算分析。研究不同凸台体积、不同孔半径下最优高宽比的变化

规律。郑参谋等[49]以结构裂纹扩展寿命最大为优化目标，以孔边凸台的宽度、厚度和圆

角为优化变量，采用遗传算法对孔边凸台结构，进行基于损伤容限设计思想的优化设计，

给出了等重量情况下孔边凸台结构的最优寿命、对应的最佳凸台结构宽厚比。R. Jones

等[50, 51]提出了一种基于损伤容限设计结构形状的方法，并且认为最佳形状将取决于：初

始缺陷尺寸，临界裂纹长度，载荷谱和结构的几何形状，而且发现了孔周围的缺陷的位

置对于疲劳寿命存在影响。之后将集群计算和结构优化相结合，提高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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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文主要工作 

壁板和腹板作为重要的承力结构，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但是由于工艺或者结构

设计的要求，需要在壁板或者腹板开孔。但是开孔会造成孔边应力集中，导致结构的强

度发生变化，容易在开孔处发生疲劳破坏。而对结构的孔边进行加强，减少应力集中，

是人们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常见方案。因此对于加强结构的探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本文通过实验分析和有限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借助实验结果验证有限元模型的准

确性。基于有限元模型，分析加强结构的形状和尺寸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第二章对于不同加强结构的开孔腹板进行数字图像相关方法的实验。通过实验得到

了，在静态载荷的作用下，不同孔边加强结构的试件的位移和应变的分布情况。之后借

助有限元分析方法，得到试件在静态承载下的位移、应变分布情况。将有限元分析与数

字图像相关方法得到的不同加强结构的位移、应变分布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有限元分析

模型的准确性。通过有限元方法，得到不同加强结构构件的应力分布情况，计算获得结

构孔边的应力集中系数。通过将应力集中系数和构件裂纹萌生寿命进行比较，可知应力

集中系数反映了试件裂纹萌生寿命的长短。 

第三章对于不同孔边加强结构的试件进行了疲劳试验。通过实验可以发现，在循环

载荷的作用下，不同形式孔边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对于相同加强结构的试件，

在裂纹扩展速率的双对数坐标下，裂纹扩展速率与裂纹长度成线性关系。同时通过疲劳

实验结果，对比试件的裂纹萌生寿命，验证了孔边应力集中系数的大小反映裂纹萌生寿

命高低。因此可以根据试件孔边应力的集中系数，推测裂纹萌生寿命的高低。 

第四章借助 Franc3D 软件，通过在模型上预制初始裂纹的方式，实现了一种快速高

效的计算裂纹扩展寿命的方案。借助这种方案，分析不同加强结构的孔边凸台的裂纹扩

展寿命，并与之前的疲劳试验的结果进行了比较，验证了方案的准确性。在计算裂纹扩

展寿命的过程中，分析了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KⅠ、KⅡ、KⅢ随着裂纹扩展进行的变

化情况。 

第五章借助有限元分析疲劳寿命的方法，分析了加强结构的宽度和厚度对于不同加

强结构的疲劳寿命影响，得到不同加强结构的宽度和厚度对于疲劳寿命影响的曲线图。

之后探究了加强结构具有相同体积或相同截面积时，不同形式的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

的影响，发现双侧加强结构具有较低的应力集中系数，得出了双侧加强结构具有较高的

裂纹萌生寿命和较高的裂纹扩展寿命的结论，对于指导人们进行疲劳寿命设计有着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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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腹板开孔加强结构的数字图像相关实验与有限元分析模型的

建立与验证 

2.1  引言 

数字图像相关方法(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DIC)利用两台摄像机拍摄构件变形前后

的图像，通过分析软件处理变形前后的图像，从而获得构件的应变信息。但是数字图像

相关方法，只能获得构件的应变分布情况，无法获得构件的应力分布情况。因此需要借

助有限元分析方法，获得构件的应力分布情况。在本节中，借助数字图像相关方法得到

不同加强结构的试件在静态载荷作用下的应变分布情况。有限元分析作为一种简单、有

效的分析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得到试件在静态载荷作用下的应力应变云图，将数字

图像相关方法得到的应变分布情况与有限元方法得到的应变云图进行对比，验证有限元

分析的准确性。通过有限元的应力云图，得到构件的应力分布情况，获得不同加强结构

的孔边应力集中系数。孔边应力集中系数的大小，反映了试件在相同的载荷作用下，疲

劳裂纹萌生寿命的高低。通过比较孔边应力集中系数的大小，推测构件裂纹萌生寿命的

高低。同时孔边应力集中系数和试件的静力实验的结果，也为疲劳试验加载载荷提供依

据。 

2.2  数字图像相关方法 

2.2.1  基本原理 

数字图像相关方法利用两台摄像机拍摄构件变形前后的图像，通过分析、处理变形

前后的图像，获得构件的应变信息。与传统的测量方法相比，具有非接触、精度高的优

点。如图 2.1 所示，在变形前的图像子区中取点 P、Q，在变形后图像中通过搜索方法找

到对应的 P'、Q'，进而可以确定位移、应变。可以看出数字图像相关方法的实现主要需

要三步关键操作，(1)使用摄像机拍摄被测构件的变形图像；(2)找到变形图像中对应的

点；(3)根据拍摄的图像进行被测构件的三维重建工作。 

对于搜索方法如图 2.2，提高测量精度和加快搜索速度，是不断提高改进的目标。

搜索任一目标点的位移时，不需要对于整个构件进行搜索，而是可以使用一个更加巧妙

的方法。以变形前的构件的某一点为中心，在很小的区域中搜索形变位移，最后根据刚

体位移和形变位移就可以得到变形后对应节点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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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变形前后图像子区示意图 

Fig. 2.1  Schematic diagram of image sub-area before and after deformation 

 

 

 

 

图 2.2  搜索法示意图 

Fig. 2.2  Search method diagram 

2.2.2  实验过程  

 

万方数据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9 - 

表 2.1  不同加强结构的腹板的形状 

Table 2.1  Shape of webs of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s 

试件名称 试件示意图 简化模型 凸台局部放大图像 

单侧宽凸台 

 
  

单侧窄凸台 

 
  

单侧双阶凸台 

 
  

双侧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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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不同加强结构的腹板的尺寸 

Table 2.2  Dimensions of webs of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s 

 单侧宽凸台 单侧窄凸台 单侧双阶凸台 双侧凸台 

b (mm) 24 12 8 12 

a (mm) 2 4 2 2 

 

本文选定开孔腹板结构作为研究加强结构的载体。制备了四种不同加强结构的开孔

腹板，表 2.1 展示了这四种不同加强结构腹板的形状，不同加强结构的尺寸如表 2.2 所

示，试件和夹具如图 2.3 所示。对试件进行装配，使用螺栓将夹具固定在试件上下两侧

的外边沿区域，然后通过夹头装配到拉力试验机上面。 

 

 

 

 
  

 

(a)试件 (b)实验夹具 (c)实验夹头 (a)试件装配 

图 2.3  试件及夹具 

Fig. 2.3  Specimen and fixture 

 

因为采用光测数字图像方法，作为变形信息载体的散斑对于测量精度十分重要。所

以需要在构件的表面进行处理，添加细小并且均匀的散斑。数字图像相关软件变形前后

的散斑场图像，得到构件的变形信息。所以散斑的细致和均匀，对于结果有着重要的影

响。在测试之前，采用哑光白漆在试件表面上喷漆，注意喷漆的尽量均匀喷涂，保持试

件表面的平整性，之后在试件表面使用黑色签字笔绘制细小的黑色散斑，黑色散斑的大

小大约在 1-2mm，并且注意散斑的均匀性。 

图像采集系统由双相机、双百万像素镜头、采集线、双光源和电脑组成。如图 2.4

所示，试样在拉力试验机上加持时，实验件对角线方向沿着试验机的加载方向。图像采

集系统在加载的过程中，左右两侧的摄像机不断采集散斑的位置变换信息，并将收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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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记录到电脑中。后期采用数字图像相关软件，处理散斑信息，即可得到试件变形

信息。 

 

 

 

(a)试件制斑 (b)图像采集系统 

图 2.4  实验设备 

Fig. 2.4  Experiment apparatus 

 

2.3  数字图像相关实验结果与有限元分析模型对比 

(1)  单侧宽凸台 

在图 2.5 中，本文对比了单侧宽凸台位移的有限元分析结果和光测数字图像结果。

(a)图为有限元位移图 xu ，(b)图为光测位移图 xu ，可以发现两者图像相似，曲线的趋势

基本相同，位移的变化基本一致。所以认为在水平方向有限元分析的位移和光测数字图

像的位移是一致的。(c)图为有限元位移图 yu ，(d)图为光测位移图 yu ，可以发现两者的

图像相似，曲线的趋势基本相同，位移的变化基本一致。所以认为在竖直方向有限元分

析的位移和光测数字图像的位移是一致的。通过对有限元分析结果和图像采集结果进行

分析比较，发现有限元和光测数字图像的位移是一致的。 

在图 2.6 中，本文对比了单侧宽凸台应变的有限元的分析结果和光测数字图像结果。

(a)图为有限元应变图 x ，(b)图为光测应变图 x ，可以发现两者的图像类似，曲线的趋

势基本相同，应变的变化基本一致。所以认为在水平方向有限元分析的应变和光测数字

图像的应变是一致的。(c)图为有限元应变图 y ，(d)图为光测应变图 y ，可以发现两者

的图像类似，曲线的趋势基本相同，应变的变化基本一致。所以认为在竖直方向有限元

的分析的应变和光测数字图像的应变是一致的。通过对于有限元分析结果和图像采集结

果进行分析比较，可以认为有限元和光测数字图像的应变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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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限元位移图 xu   (b)光测位移图 xu  (c)有限元位移图 yu   (d)光测位移图 yu  

图 2.5  有限元位移图和光测数字图像位移比较 

Fig. 2.5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displacement contours and DIC displacement contours 

 

    

(a)有限元应变图 x  (b)光测应变图 x  (c)有限元应变图 y  (d)有限元应变图 y  

图 2.6  有限元应变图和光测数字图像应变比较 

Fig. 2.6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strain contours and DIC strain contours 

 

在图 2.7 中，取试件最左端和最右端连成一条直线，即试件水平对角线，分析这条

直线上的应变变化情况，对比有限元分析的应变和光测数字图像应变。(a)图为有限元应

变图  ，(b)图为光测应变图 。试件竖直方向受拉力作用，水平方向的应变为负，竖

直方向的应变为正；在结构内部，从试件边缘到靠近孔的过程中， 2 首先急剧变大，达

到 0.002 后开始缓慢增大，在凸台的加强的区域开始缓慢变小，靠近孔边时急速增大； 1

首先急剧变大，随后逐渐减小，在靠近孔边后急速增大； 12 则几乎保持不变，接近于

零。可以发现， 1 ， 2 在凸台的位置都有变小的趋势，凸台可以减小部分孔边应变。有

限元分析与数字图像相关实验的结果二者曲线形状非常接近。通过对于有限元分析结果

和图像采集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可以认为有限元的分析结果和光测实验的结果是一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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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平方向有限元应变   (b)水平方向光测应变  

图 2.7  水平方向有限元和光测应变比较 

Fig. 2.7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strain contours and DIC strain contours in 

horizontal direction 

 

在试件的可能会存在不同形式的缺口，例如开孔、开槽、螺纹等。这些缺口会导致

试件的应力集中，降低结构的疲劳性能，影响结构的疲劳寿命。试件结构的应力集中程

度可以用疲劳缺口系数 fK 进行描述，疲劳缺口系数 fK 和弹性力学的应力集中系数 tK 相

关。如果结构的应力集中系数 tK 增大，则疲劳缺口系数 fK 也会增大，结构的疲劳寿命

就会降低。所以可以通过研究试件的应力集中系数，分析试件萌生疲劳裂纹的难易程度，

推测试件裂纹萌生寿命。 

假设对角拉力全部传递给模型四边，可估算出四边剪切应力为 

cos 45
=

F

A




 

其中，F 为对角拉力，A 为模型侧边横截面面积，且 A=边长*测试边厚=220mm*3mm。

结合图可知，在开孔内边界上的最大应力为 484.3 MPa。可以得到应力集中系数。 

max

5

484.3
a 4.52

10 / ( 2 *220*3)

MPa

N




    

根据疲劳试验的结果可知，单侧宽凸台试件的裂纹萌生寿命约为 3.3 万次。可以通

过计算试件在相同载荷作用的情况下，比较孔边应力集中系数的大小，推测试件裂纹萌

生寿命的高低。 

 (2)   单侧窄凸台 

在图 2.8 中，对比了单侧窄凸台有限元的位移分布和光测数字图像位移分布，可以

发现有限元和光测图像的水平方向 xu 、竖直方向 yu 的变化趋势、大小基本是相同的。可

以认为有限元的分析结果和光测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通过比较单侧宽凸台和单侧窄凸

台的水平和竖直方向的位移，可以发现单侧窄凸台的水平位移 0.4732mm 小于单侧宽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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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水平位移 0.4961mm，单侧窄凸台的竖直位移 0.8312mm 略小于单侧宽凸台水平位移

0.8335mm。当单侧宽凸台和单侧窄凸台施加相同外界载荷的情况下，单侧窄凸台有较

小的位移，所以单侧窄凸台的刚度比宽凸台刚度大。 

 

    

(a)有限元位移图 xu  (b)光测位移图 xu  (c)有限元位移图 yu  (d)光测位移图 yu  

图 2.8  有限元位移图和光测位移图比较 

Fig. 2.8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displacement contours and DIC displacement contours 

 

在图 2.9 中，对比了单侧窄凸台应变的有限元的分析结果和光测数字图像采集结果。

可以发现两者的图像基本类似，趋势基本相同，应变的变化基本一致。因此有限元的分

析结果是准确的。单侧窄凸台的水平方向的最大应变和单侧宽凸台的位置大致相同，单

侧窄凸台的最大应变大小为 1.112E-04 大于单侧宽凸台的最大应变 2.065E-05。在竖直方

向，单侧窄凸台的最大应变 7.789E-03 略大于单侧宽凸台的最大应变 7.421E-03。 

在图 2.10 中，取试件最左端和最右端连成一条直线，即试件水平对角线，分析这条

直线上面的应变变化情况。试件竖直方向受拉力作用，水平方向的应变为负，竖直方向

的应变为正；结构内部，从试件边缘到靠近孔的过程中， 2 先快速变大，达到 0.002 后

开始缓慢增大，在靠近孔边时急剧增大； 1 首先急速变大，随后开始减小且速度越来越

快，在靠近孔边时急剧增大； 12 则几乎保持不变，接近于零。可以发现， 1 在凸台的

位置都有变小的趋势， 2 在凸台的位置变化不明显，凸台有减小部分孔边应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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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限元应变图 x   (b)光测应变图 x  (c)有限元应变图 y   (d)有限元应变图 y  

图 2.9  有限元位移图和光测应变图比较 

Fig. 2.9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strain contours and DIC strain contours 

 

  

(a)水平方向有限元应变  (b)水平方向光测应变  

图 2.10  水平方向有限元和光测应变比较 

Fig. 2.10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strain contours and DIC strain contours in 

horizontal direction 

 

根据有限元模型应力分布，可以得到单侧窄凸台孔边应力集中系数。 

假设对角拉力全部传递给模型四边，可估算出四边剪切应力为 

ocos45
=

F

A
  

其中，F 为对角拉力，A 为模型侧边横截面面积，且 A=边长*测试边厚=220mm*3mm。

结合图可知，在开孔内边界上的最大应力为 530.3MPa。因此得到应力集中系数。 

max

5

530.3
a 4.95

10 / ( 2 *220*3)

MPa

N




    

通过计算可知，单侧窄凸台的孔边应力集中系数 4.95 要高于单侧宽凸台的应力集中

系数 4.52。根据疲劳试验的结果，单侧窄凸台的裂纹萌生寿命大约在 3 万次左右，低于

单侧宽凸台的裂纹萌生寿命 3.3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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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侧双阶凸台 

在图 2.11 中，将单侧双阶凸台有限元的分析结果和光测数字图像采集结果进行分析

对比。两者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图像相似，曲线的趋势基本相同，位移的变化基本一

致。所以可以认为有限元的分析结果是准确的。通过对比单侧双阶凸台和单侧宽凸台、

单侧窄凸台的最大位移，可以发现单侧双阶凸台的水平位移介于两者之间，竖直位移和

两者接近。 

 

    

(a)有限元位移图 xu  (b)光测位移图 xu  (c)有限元位移图 yu  (d)光测位移图 yu  

图 2.11  有限元位移图和光测位移图比较 

Fig. 2.11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displacement contours and DIC displacement contours 

 

在图 2.12 中，本文对比了有限元的分析结果和图像采集结果，可以发现两者的图像

基本类似，曲线的趋势基本相同，应变的变化基本一致。所以本文认为有限元的分析结

果和光测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从图中可以发现，单侧双阶凸台水平方向的最大应变出

现在圆孔的两侧，接近于单侧窄凸台，竖直方向的最大应变发生在孔的两端，大小和单

侧宽凸台、单侧窄凸台数值接近。 

在图 2.13 中，取试件最左端和最右端连成一条直线，即试件水平对角线，分析这条

直线上面的应变变化情况。试件竖直方向受拉力作用，水平方向的应变为负，竖直方向

的应变为正；结构内部，从试件边缘到靠近孔的过程中， 2 先快速变大，达到 0.002 后

开始缓慢增大，在靠近孔边时急剧增大； 1 首先急速变大，随后开始减小且速度越来越

快，在靠近孔边时急剧增大； 12 则几乎保持不变，接近于零。可以发现， 1 在凸台的

位置都有变小的趋势， 2 在凸台的位置变化不明显，凸台有减小部分孔边应变的作用。

单侧双阶凸台的应变趋势和单侧窄凸台的应变趋势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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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限元应变图 x   (b)光测应变图 x  (c)有限元应变图 y   (d)有限元应变图 y  

图 2.12  有限元位移图和光测应变图比较 

Fig. 2.12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strain contours and DIC strain contours 

 

  

(a)水平方向有限元应变   (b)水平方向光测应变  

图 2.13  水平方向有限元和光测应变比较 

Fig. 2.13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strain contours and DIC strain contours in 

horizontal direction 

 

根据有限元模型应力分布，可以得到单侧双阶凸台的孔边应力集中系数。 

假设对角拉力全部传递给模型四边，可估算出四边剪切应力为 

ocos45
=

F

A
  

其中，F 为对角拉力，A 为模型侧边横截面面积，且 A=边长*测试边厚=220mm*3mm。

结合图可知，在开孔内边界上的最大应力为 529.5MPa。因此得到应力集中系数。 

max

5

529.5
a 4.94

10 / ( 2 *220*3)

MPa

N




    

通过计算可知，单侧双阶凸台的孔边应力集中系数为 4.94，接近单侧窄凸台的应力

集中系数 4.95，高于单侧宽凸台的应力集中系数 4.52。根据疲劳试验的结果，单侧双阶

万方数据



面向疲劳性能的腹板开孔加强结构形状与尺寸参数分析与设计 

- 18 - 

凸台的裂纹萌生寿命约为 3 万次，接近于单侧窄凸台的裂纹萌生寿命，低于单侧宽凸台

的裂纹萌生寿命 3.3 万次。 

(4)  双侧凸台 

在图 2.14 中，对比了双侧凸台的有限元的位移和光测数字图像位移。两者水平方向

和竖直方向的图像相似，曲线的趋势基本相同，位移的变化基本一致。所以可以认为有

限元的分析结果是准确的。将双侧凸台与单侧凸台的位移对比，可以发现双侧凸台的位

移比单侧凸台的位移小。 

 

    

(a)有限元位移图 xu  (b)光测位移图 xu  (c)有限元位移图 yu  (d)光测位移图 yu  

图 2.14  有限元位移图和光测位移图比较 

Fig. 2.14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displacement contours and DIC displacement contours 

 

在图 2.15 中，本文对比了有限元的分析结果和图像采集结果。可以发现两者的图像

基本类似，曲线的趋势基本相同，应变的变化基本一致。所以本文认为有限元的分析结

果和光测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将双侧凸台与单侧凸台有凸台一侧的应变对比，可以发

现双侧凸台的应变比单侧凸台的应变小。 

在图 2.16 中，取试件最左端和最右端连成一条直线，即试件水平对角线，分析这条

直线上的应变变化情况。试件竖直方向受拉力作用，水平方向的应变为负，竖直方向的

应变为正；在结构内部，从试件边缘到靠近孔的过程中， 2 首先急剧变大，之后保持约

为 0.002，在凸台的加强的区域开始缓慢变小，靠近孔边时急速增大； 1 首先急剧变大，

随后逐渐减小，在靠近孔边后急速增大； 12 则几乎保持不变，接近于零。可以发现， 1 ，

2 在凸台的位置都有变小的趋势，凸台可以减小部分孔边应变。有限元分析与数字图像

相关实验的结果二者曲线形状非常接近。通过对于有限元分析结果和图像采集结果进行

分析比较，可以认为有限元的分析结果和光测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将双侧凸台与单侧

凸台水平方向应变对比，可以发现双侧凸台的变化趋势接近单侧宽凸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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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限元应变图 x   (b)光测应变图 x  (c)有限元应变图 y   (d)有限元应变图 y  

图 2.15  有限元位移图和光测应变图比较 

Fig. 2.15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strain contours and DIC strain contours 

 

  

(a)水平方向有限元应变   (b)水平方向光测应变  

图 2.16  水平方向有限元和光测应变比较 

Fig. 2.16  Comparison of finite element strain contours and optical strain 

contours in horizontal direction 

 

根据本文实验模型和有限元模型分析，可以得到双侧凸台孔边应力集中系数。 

假设对角拉力全部传递给模型四边，可估算出四边剪切应力为 

ocos45
=

F

A
  

其中，F 为对角拉力，A 为模型侧边横截面面积，且 A=边长*测试边厚=220mm*3mm。

结合图可知，在开孔内边界上的最大应力为 360MPa。因此得到应力集中系数。 

max

5

360
a 3.36

10 / ( 2 *220*3)

MPa

N




    

通过计算可知，双侧凸台的孔边应力集中系数为 3.36，低于前文计算的单侧凸台的

孔边应力集中系数。根据疲劳试验的结果，双侧凸台的裂纹萌生寿命约为 6 万次，远远

高于单侧凸台的裂纹萌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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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章小结 

本节对于不同加强结构的开孔腹板进行数字图像相关方法的实验。通过实验得到

了，在静态载荷的作用下，不同孔边加强结构的试件的位移和应变的分布情况。之后本

文借助有限元分析方法，得到试件在静态承载下的位移、应变分布情况。将有限元分析

与数字图像相关方法得到的不同加强结构的位移、应变分布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的

趋势相同，大小一致，说明有限元分析模型的准确性。通过有限元方法，得到不同加强

结构构件的应力分布情况，计算获得结构孔边的应力集中系数。通过将应力集中系数和

构件裂纹萌生寿命进行比较，可知应力集中系数反映了试件裂纹萌生寿命的长短。可以

通过孔边的应力集中系数的大小，推测裂纹萌生寿命的高低。所以研究孔边应力集中系

数，对于开孔腹板不同加强结构疲劳寿命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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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腹板开孔加强结构的疲劳实验分析 

3.1  引言 

疲劳破坏导致结构失效的现象非常普遍，许多设备，如机械齿轮、转轴等，当它们

在运行的过程中，不断承受着外界载荷的作用，随着时间的不断积累，就可能会由于疲

劳失效而引起的事故。因此设备的疲劳失效若不加以有效预防，会造成人员和财物的巨

大损失。而腹板是工业生产的过程中重要的承力结构，由于工艺或者设计的要求，需要

在腹板上开孔。由于开孔会产生孔边应力的集中，加剧试件的疲劳破坏。因此对于开孔

腹板的孔边凸台加强结构的研究很有必要。孔边凸台的加强结构的不同，可能会给孔边

应力的集中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会给凸台的疲劳寿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于试件的疲劳寿命受到很多元素的影响，现在的很多理论对于疲劳寿命的研究都

不是很准确，如果单纯的按照他人的理论进行疲劳寿命的研究，必然会和真实情况存在

有一定的误差，因此试件的疲劳寿命实验变得十分必要。对于考虑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

命影响的探究，如果只依靠试验的数据进行分析，工作量会变得十分巨大，不利于问题

的探究，所以本文采用了实验和仿真相结合的方式，减少部分工作量，同时保证本文仿

真结果的准确和可靠，使得本文的结论具有更高的说服力。 

本节首先介绍疲劳试验的设备、试验设计方法以及实验过程，之后借助疲劳试验机

对不同的加强结构的试件进行疲劳试验，对实验的数据进行处理。 

3.2  疲劳寿命理论 

试件在载荷的作用下，在疲劳破坏之前没有明显的变化即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在

疲劳破坏的过程中，先后经历裂纹的形成、裂纹的扩展、失稳扩展三个阶段。试件疲劳

寿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载荷的大小、材料的性能、试件的加工工艺等。 

在载荷的作用下，试件表面的裂纹会随着循环的进行而不断增长。人们对于大量的

疲劳试验的不断研究，终于认识到了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和应力强度因子幅 K 存在着直

接的关系，后来通过大量的实验得出裂纹的扩展速度与应力强度因子 K 的关系曲线图。

根据裂纹扩展速度的变化情况，大致可以把 /da dN K 图分为三区即Ⅰ区、Ⅱ区、Ⅲ区。 

在Ⅰ区，裂纹扩展的速率不断变大，此时处于裂纹萌生阶段。在Ⅰ区开启的位置，

即 / 0da dN   处，此时的 K 取值，本文称此值为裂纹扩展门槛值，记为 thK 。当

thK K   时，疲劳裂纹不会发生扩展。在Ⅱ区，裂纹扩展的速度处于一个稳定的值，

此时裂纹处于高速扩展阶段。在Ⅲ区，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超过了临界应力强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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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裂纹开始失稳，裂纹发生快速扩展。裂纹扩展的速度会开始加快，此时裂纹处于最

终断裂阶段。当 max / (1 )K K R   ，此时斜率接近于垂线，试件断裂。 

 

 

图 3.1  /da dN K 曲线形状 

Fig. 3.1  /da dN K curve 

 

 

人们基于断裂力学疲劳裂纹扩展理论，提出了一些裂纹扩展计算公式，并且在前人

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最早提出并且受到人们认可的裂纹扩展公式是Paris和Erdogan

提出的 Paris 公式： 

 ( )mda
C K

dN
   (3.1) 

式中 C 和 m 是实验确定的材料常数。将公式 3.1 取对数，可以得出公式 3.2 

 lg lg lg( )
da

C m K
dN

    (3.2) 

可以发现， lgC 为曲线与 y 轴截距，m 为曲线的斜率。 

一些常见的钢材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方程： 

奥氏体： 

 12 3.265.6*10 ( )
da

K
dN

   (3.3) 

淬火回火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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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251.35*10 ( )
da

K
dN

   (3.4) 

铁素体—珠光体钢： 

 12 36.9*10 ( )
da

K
dN

   (3.5) 

 

Paris 公式是比较经典的裂纹扩展公式，后人们在它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提出了

准确的裂纹扩展预测公式。Walker 公式在 Paris 公式的基础上，引进了应力的比值 R。 

 1((1 ) )m nda
C R K

dN

     (3.6) 

C、m、n 为材料常数，可以通过实验获得。 

3.3  疲劳实验 

3.3.1  实验设备 

疲劳实验采用的仪器是 CSS-280I-250，250kN 疲劳试验机。试验机的负荷范围是

-250～250 KN，频率范围 0.001-40 Hz。可以进行各种材料和零部件的动静态力学性能实

验。可以用于测定各种材料及零部件在拉压交变的正弦波、三角波、矩形波、斜波、随

机波等载荷谱下的疲劳特性，也适用于高低周疲劳试验，程序块疲劳试验、随机疲劳试

验和断裂力学试验。 

本文使用的试件及夹具如图 3.3 所示。试件的型号及尺寸在第二章有详细表述，本

节不做重复说明。夹具(b)固定试件(a)的四周，通过螺栓进行固定，之后将夹头(c)和夹

具进行装配，通过螺栓连接。最后将实验夹头装配到疲劳试验仪器上。启动疲劳试验仪

器，开始记录试件的疲劳寿命。在实验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要注意检查试件的连

接情况，螺栓的固定情况，避免螺栓发生脱落，发生危险。 

试验在室温下进行，按照规划的实验载荷进行施加，在实验的过程中注意观察试件

表面裂纹的生成情况，做好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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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疲劳试验机 

Fig. 3.2  Fatigue testing machine 

 

 

 

 

 
  

(a)试件 (b)实验夹具 (c)实验夹头 

图 3.3  试件及夹具 

Fig. 3.3  Specimen and fixture 

 

3.3.2  实验设计 

⑴  实验顺序 

根据上文中不同加强结构的孔边应力集中系数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双侧凸台的应

力集中系数比较小，首先选定双侧凸台进行疲劳试验。根据双侧凸台试件的疲劳寿命数

据，对剩余不同加强结构的试件进行疲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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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双侧试件疲劳试验 

①  确定疲劳实验载荷 

取试件极限强度载荷大小的 30%，初步得到疲劳载荷。同时参考 7B04 铝合金疲劳

S-N 曲线参数，再次得到试件 100000 次疲劳寿命对应的疲劳载荷(R=0.1)。将两个疲劳

载荷综合考虑，将较小的载荷确定为实验的疲劳载荷。对双侧试件随机抽取 1 件试件，

进行估算的载荷水平下的疲劳试验，应力比 R=0.1。试验过程中施加标识载荷，初步拟

定每 5000 次循环施加 1 块标识载荷。分如下两种情况进行处理： 

如果试验寿命小于 150000 次循环，则记录破坏寿命，进行断口判读，将试验载荷

作为正式试验载荷；如果试验至 150000 次目视未能发现裂纹，则按每加载 150000 次提

高应力水平 15%进行试验，直至试件断裂。 

②  进行断口判读 

根据判读得到裂纹间隔疏密对标识载荷施加次数、间隔等参数进行调整，使得断口

上能留下可供判读的清晰的标识线，并且疏密得当。 

⑶  裂纹长度读取 

试件结束后进行断口判读，获取裂纹扩展(a, N)数据。断口判读方法如下：先在光

学显微镜下判读标志线条数；确定最后一条标志线的位置；按倒序的过程依次测量标识

线的几何尺寸，测量过程如下： 

①  在光学显微镜下，将测量线与试件表面重合，清零处理； 

②  使测量线与裂纹边界重合，记录测量线与试件表面的距离，即为裂纹临界深度

a； 

③  使测量线与最后一条标识线相切，记录测量线与试件表面的距离，即为最后一

条裂纹深度 a； 

④  从最后一条线开始，使得测量线依次与标识线相切，记录对应的裂纹深度 a。

根据试验加载过程确定裂纹扩展(a, N)数据； 

3.3.3  实验过程 

上文通过有限元对不同加强结构试件进行初步分析，得到了不同加强结构试件孔边

应力分布情况。由有限元结果可知，双侧凸台的孔边应力要小于其他三类试件，在同样

载荷作用下疲劳寿命是最长的。所以这里首先确定双侧试件疲劳寿命在 100000 次附近

时对应的载荷情况，再以同样的载荷对其他三类试件进行加载。 

根据有限元结果以及 S-N 曲线情况首先对双侧 2 号试件以 85 kN 的载荷进行加载，

加载到 15 万次试件并没有疲劳裂纹出现。根据试验大纲增加载荷至 98 kN，当加载 80600

次时，试件孔边出现疲劳裂纹，继续加载到 117149 次时试件完整发生断裂。加载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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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 100 kN，以 100 kN 载荷加载双侧类 4 号试件在 62511 次出现疲劳裂纹，86412

次试件发生完全断裂。所以设定加载载荷为 100 kN，对不同加强结构试件进行加载。 

3.4  实验结果分析 

(1)  单侧宽凸台 

图 3.4 为单侧宽凸台疲劳裂纹扩展寿命曲线。从曲线图中可以看到，裂纹表面的裂

纹长度与循环载荷的关系曲线。随着循环载荷的加载的进行，试件表面裂纹经历了萌生，

扩展的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4 号与 6 号试件萌生寿命比较接近，在 2.5 万次左右，

其他试件萌生寿命都在 3.2 万次左右。因此认为单侧宽凸台的萌生寿命主要集中在 3.3

万次左右。 

 

 

图 3.4  单侧宽凸台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Fig. 3.4  Single -side wide boss fatigue crack growth life 

 

图 3.5 为单侧宽凸台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双对数坐标图，横坐标为裂纹的长度，纵

坐标为裂纹扩展速率，从图中可以发现，裂纹扩展的速率随着裂纹的长度的变化情况。 

在裂纹扩展的过程中，裂纹扩展的速率是越来越快的。从图中发现在双线性坐标轴下，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与裂纹扩展长度呈线性关系，不同试件的曲线斜率大致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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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单侧宽凸台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Fig. 3.5  Single-sided wide boss 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 

 

(2)  单侧窄凸台 

图 3.6 为单侧窄凸台疲劳裂纹扩展寿命曲线。从曲线图中可以看到，裂纹表面的裂

纹长度与循环载荷的关系曲线。随着循环载荷的加载的进行，试件表面裂纹经历了萌生，

扩展的过程。从图中可以发现，3 号、6 号、7 号、8 号试件的裂纹萌生寿命主要集中在

2.5 万次左右，4 号、5 号试件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约为 3.3 万次左右，其中 2 号试件萌生

寿命 1.5 万次要略小与其他试件。因此可以认为单侧窄凸台的萌生寿命主要在 3 万次左

右。可以发现单侧窄凸台的裂纹萌生寿命比单侧宽凸台要低。 

 

图 3.6  单侧窄凸台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Fig. 3.6  Single -side narrow boss fatigue crack growth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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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为单侧窄凸台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双对数坐标图。横坐标为裂纹的长度，纵

坐标为裂纹扩展速率。在裂纹扩展的过程中，裂纹扩展的速率是越来越快的，疲劳裂纹

扩展速率与裂纹长度呈线性关系。不同试件的曲线斜率大致相等。 

 

 

图 3.7  单侧窄凸台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Fig. 3.7  Single -side narrow boss 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 

 

(3)  单侧双阶凸台 

 

图 3.8 为单侧双阶凸台疲劳裂纹扩展寿命曲线。从曲线图中本文可以看到，裂纹表

面的裂纹长度和加载循环载荷的次数的变化曲线。随着循环载荷的加载的进行，试件表

面裂纹经历了萌生，扩展的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到，单侧双阶凸台试件的萌生寿命比较

集中，大致聚集在 3.3 万次附近。裂纹的萌生寿命接近于单侧窄凸台，比单侧宽凸台的

萌生寿命要低。 

图 3.9 为单侧双阶凸台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双对数坐标图，横坐标为裂纹的长度，

纵坐标为裂纹扩展速率。从试件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双对数坐标图中可以看到，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与裂纹长度呈线性关系。不同试件的曲线斜率大致相等。 

 

万方数据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9 - 

 

图 3.8  单侧双阶凸台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Fig. 3.8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fatigue crack growth life 

 

 

 

图 3.9  单侧双阶凸台试件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Fig. 3.9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 

 

(4)  双侧凸台 

图 3.10 为双侧凸台疲劳裂纹扩展寿命曲线。从曲线图中本文可以看到，裂纹表面的

裂纹长度随着加载循环载荷的次数的变化情况。随着循环载荷的加载的进行，试件表面

裂纹经历了萌生，扩展的过程。在实验的过程中，其中 3 号试件在试验过程中夹具发生

破坏，试件的受力状态发生了变化不符合试验要求，5 号试件在试验过程中在夹持孔边

出现了疲劳裂纹，所以这两个试件没有列在图中。从图 3.10 中可以看双侧试件的萌生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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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在 6 万次以上，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约为 1.5~2 万次左右。其中 6 号试件萌生寿命约为

12 万次左右，但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与其他试件基本一致。 

 

 

图 3.10  双侧凸台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Fig. 3.10  Double-sided boss fatigue crack growth life 

 

图 3.11 为双侧凸台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曲线试件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双对数坐标图，

从图中本文可以读出裂纹扩展的速率是随着裂纹的长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疲劳裂纹扩展

速率与裂纹长度大致呈线性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试件的斜率是比较接近的。相较于单

侧凸台，双侧凸台的曲线斜率要低于单侧凸台，所以双侧凸台具有较高的裂纹扩展寿命。 

 

 

图 3.11  双侧凸台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Fig. 3.11  Double-sided boss 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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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孔边应力集中系数接近的单侧宽凸台、单侧窄凸台、

单侧双阶凸台的裂纹萌生寿命基本相同。孔边应力集中系数比较低的双侧凸台则具有较

高的裂纹萌生寿命。所以对于受载荷情况相同的开孔腹板结构，孔边应力集中系数的大

小，反映了试件裂纹萌生寿命的高低。因此，可以根据试件孔边应力的集中系数，推测

裂纹萌生寿命的高低。 

3.5  本章小结 

首先，本节对于不同孔边加强结构的试件进行了疲劳试验。通过实验可以发现，在

循环载荷的作用下，不同形式孔边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对于相同加强结构的

试件，在裂纹扩展速率的双对数坐标下，裂纹扩展速率与裂纹长度成线性关系。同时通

过疲劳实验结果，对比试件的裂纹萌生寿命，验证了孔边应力集中系数的大小反映裂纹

萌生寿命高低。因此可以根据试件孔边应力的集中系数，推测裂纹萌生寿命的高低。对

于下文探究不同尺寸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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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腹板开孔加强结构的疲劳寿命预测 

4.1  引言 

上节对于不同孔边加强结构的试件进行疲劳试验。通过实验发现，不同孔边加强结

构的试件，在循环载荷的作用下，疲劳寿命不同。但疲劳实验具有过程复杂，成本比较

高的特点，本文很难将需要考虑的不同形式、尺寸的加强结构全部进行疲劳试验。有限

元分析具有准确、方便的特点。所以本文借助有限元软件分析不同加强结构试件的裂纹

扩展寿命。 

FRANC3D 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工作组开发的新一代的裂纹分析软件，具有专

业的裂纹分析的能力。相比于传统的 ANSYS、ABAQUS、NASTRAN 等有限元分析软

件，FRANC3D 更加专注于裂纹分析，可以计算任意复杂的几何形状、载荷条件和裂纹

形态下的三维裂纹扩展和疲劳寿命，工作流程如图 4.1 所示。FRANC3D 优秀的裂纹分

析能力得到了大量学者的认可[52-55]。 

 

 

图 4.1  FRANC3D 工作流程 

Fig. 4.1  Work flow chart of FRANC3D 

 

本节在 ABAQUS 上建立试件的有限元模型，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施加边界载荷、

约束条件，得到模型的有限元结果，将有限元结果中的 .inp 文件导入 FRANC3D 中，

添加初始裂纹，施加循环载荷得到试件的疲劳寿命。通过对比有限元分析的结果和疲劳

试验获得的实验数据，验证有限元疲劳分析的正确性。从而为分析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

命的影响，提供一个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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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疲劳寿命预测 

本文很难根据试件实际加载的情况，对有限元模型施加载荷、约束。所以需要对模

型进行适当的简化，通过简化细节、利用模型的对称性、划分局部结构等手段，可以在

确保计算的进度的前提下，大大降低计算的规模，提高计算的效率。 

在对试件疲劳试验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试件的约束条件和载荷施加情况是完成对称

的，再考虑到试件本身也是对称的。可以在进行有限元分析的过程中，取试件的 1/2 进

行有限元模拟，这样不仅不会影响计算的进度，而且降低计算的规模，节省时间。 

(1)  三维建模 

根据试件在疲劳试验的过程中，试件的载荷施加和约束条件，可以分析出试件的状

态是对称的，可以取试件的一半进行有限元的分析。同时根据光测数字图像结果，可以

发现试件是受到纯剪切应力的作用。因此可以简化试件边缘部分，将外界施加的载荷看

作纯剪切力的作用，这样就大大减轻载荷施加的复杂程度。本文既简化模型的创建，又

简化载荷的施加。 

取试件的 1/2 进行有限元建模，对于试件的边缘部分进行剪裁。最终模型如图 4.2

所示。 

 

 

图 4.2  模型 

Fig. 4.2  Model 

 

(2)  网格划分 

试件本身是不规则结构，不能直接进行有限元的网格划分。需要将试件进行切分，

形成规则的形状，再进行网格划分。沿着加强结构的孔径方向进行切分，切分成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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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并且注意对产生裂纹区域进行网格的加密处理，所以需要对于这部分区域需要单

独进行划分，进行网格的加密处理，这样可以使计算的结果更加准确。网格划分结果如

图 4.3 所示。 

 

  

(a)试件整体剖分 (b)试件网格划分 

图 4.3  模型网格划分 

Fig. 4.3  Model meshing 

 

(3)  载荷与约束条件 

由于本文取模型的 1/2 进行有限元分析，所以在模型的对称边界处，施加对称约束

条件。具体表现为在对称边界处，施加关于 x 轴对称的约束。同时注意在试件的最下方

施加固定约束，保证试件不会发生 y 方向的移动。根据光测数字图像的结果，可以将外

界施加的载荷看作试件受到纯剪切力的作用，这样大大减轻了载荷施加的复杂程度。将

试件边界的载荷，简化为面内的切应力，所以试件的上下两个侧面施加了面内的切应力。

模型边界约束如图 4.4 所示。 

(4)  静力分析结果 

通过前面的处理，可以得到试件在静力情况下的应力云图，如图 4.5 所示。从云图

可以分析出载荷主要集中在试件的内部圆孔的周围，如果加强结构是单面，应力集中的

地方主要在没有凸台的那一侧，这与本文得到的光测数字图像的实验结果也是相符的。

疲劳裂纹往往会产生在应力集中的地方。根据静态有限元分析结果和疲劳试验结果，可

以认定疲劳裂纹会产生在应力集中的地方。将预制裂纹放在应力最集中的地方，预制一

个初始裂纹。对于双侧加强结构的模型，加强结构两侧应力集中系数是相同的，所以随

机选择一侧预制初始裂纹。运用有限元方法分析裂纹的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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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模型边界条件 

Fig. 4.4  Model boundary condition 

 

 

  

(a)应力云图正面 (b)应力云图反面 

图 4.5  模型应力云图 

Fig. 4.5  Model stress contours 

 

(5)  预制裂纹 

在应力集中的区域预制一个小的裂纹，裂纹的大小为半径 1mm 的 1/4 圆，即在图

4.6(a)中红色区域标注的地方，预制一个半径为 1mm 长度的 1/4 圆形裂纹，(b)即为(a)

的局部放大图形，(c)为裂纹部分的俯视图，当给试件预制好裂纹之后，就可以施加边界

条件，导入在 ABAQUS 中定义好的的边界条件和载荷，进行裂纹的扩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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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模型疲劳寿命分析 

在软件设定预制裂纹和边界条件之后，得到裂纹扩展的结果。从图 4.7 中可以发现，

裂纹的轨迹是一条水平直线，这与实验的结果也是相一致的。(a)即为裂纹扩展情况，(b)

为裂纹扩展的局部视图。在分析疲劳寿命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裂纹扩展的轨迹，还有模

型的疲劳寿命曲线。 

 

 

 

 

(a)试件裂纹扩展 (b)试件裂纹截面 

图 4.7  模型裂纹截面 

Fig. 4.7  Model crack section 

 

4.3  疲劳寿命预测与疲劳实验的对比 

前面的章节中，对不同型号的开孔腹板进行了疲劳试验，得到了不同型号的开口腹

板的疲劳寿命。在实验的过程中，对不同加强结构的开口腹板进行了多次试验，避免了

单次实验可能造成的误差，使得结果具有较高的说服力。之后对于疲劳试验的数据进行

 
 

 

 

(a)试件裂纹 (b)预制裂纹局部 (c)预制裂纹俯视图 

图 4.6  模型预制裂纹 

Fig. 4.6  Model prefabricated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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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步的处理，得到了一系列不同型号的开口腹板的疲劳寿命。上一小节中，本文通过

创建试件模型，对建立的模型进行网格划分、施加载荷和约束条件、预制裂纹等步骤，

得到了有限元模型的裂纹扩展寿命。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元方法预测开口腹板疲

劳寿命的方案。所以可以将不同加强结构的有限元疲劳分析结果与实验得到的疲劳寿命

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方案的准确性。 

本小节的主要内容是对比不同加强结构的有限元疲劳分析结果与实验得到的疲劳

寿命。但是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疲劳试验得到的试件的疲劳寿命曲线包括裂纹

萌生寿命。疲劳试验前期不断给试件施加循环载荷，但是试件表面并没有萌生裂纹，只

有当循环载荷加载到一定的量级，试件表面才会萌生细小裂纹，所以本文获得的试件疲

劳寿命包括前期裂纹萌生寿命。但是本文在运用有限元预测开口腹板的疲劳寿命的过程

中，直接给有限元模型预制一个细小尺寸的裂纹，之后才开始计算试件的疲劳寿命，所

以通过有限元分析获得的疲劳寿命不包括裂纹萌生的寿命。如果想要对比有限元疲劳分

析结果与实验得到的疲劳寿命，需要对于疲劳试验获得的试件的疲劳寿命进行处理。 

本文的策略是，将试件的疲劳寿命减去前期裂纹萌生的寿命，即得到试件在产生细

小裂纹之后裂纹扩展的寿命。通过这样的处理，才可以对比有限元疲劳分析结果与实验

得到的疲劳寿命。本文下面进行的相关分析，都是对试件的疲劳寿命处理之后的结果。 

(1) 单侧宽凸台 

对于单侧宽凸台，在之前的疲劳试验中，本文获得了试件的疲劳寿命曲线图。首先，

将试件的疲劳寿命曲线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即从裂纹萌生开始计算试件的裂纹扩展寿

命。图 4.8 为单侧宽凸台疲劳寿命曲线，x 轴为疲劳循环次数，y 轴为表面裂纹扩展长度。

图中 1 号到 6 号为疲劳试验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曲线，7 号为有限元预测模型的疲劳寿

命曲线。1 号、2 号、3 号、4 号试件在实验过程中，试件两侧加载不平衡，出现了单侧

扩展的现象，加载结果不符合本文设定的加载情况，所以不予考虑。5 号、6 号试件比

较符合本文设定的加载情况，这两条曲线和有限元预测 7 号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所以对

于单侧加强结构的试件，有限元预测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模型是准确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疲劳循环次数在 10000 次左右之前，裂纹扩展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疲劳循环次数在 15000 次之后，裂纹扩展的速率开始急剧加快。裂纹扩展阶段进入最终

断裂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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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单侧宽凸台裂纹扩展寿命 

Fig. 4.8  Single -side wide boss crack growth life 

 

在图 4.9 中，(a)为单侧宽凸台裂纹扩展的截面。在裂纹扩展的尖端，取曲线的中点，

连接一条曲线，研究这条曲线上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趋势，分析在裂纹扩展的

过程中，裂纹尖端的强度因子的变化情况。(b) 为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变化曲线图。

裂纹尖端强度因子KⅠ，随着裂纹的不断扩展，裂纹尖端强度因子KⅠ不断增大，增大的

速率整体是变慢的，但是在试件的厚度变窄的这一段范围内，速率变快。裂纹尖端强度

因子KⅡ、KⅢ，随着裂纹的不断扩展，基本保持零的范围内变化，在试件的厚度变窄的

这一段范围内，会有细微抖动。  

 

 

(a)裂纹截面 (b)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图 4.9  单侧宽凸台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Fig. 4.9  Single-side wide boss crack tip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2)  单侧窄凸台 

对于单侧窄凸台，通过前文的疲劳试验，获得了试件的疲劳寿命曲线图。将试件的

疲劳寿命曲线进行归一化处理。图 4.10 即为单侧窄凸台疲劳寿命曲线，x轴为疲劳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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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y 轴为表面裂纹扩展长度。1 号到 6 号为疲劳试验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曲线，7

号是有限元预测模型的疲劳寿命曲线。从图中可以发现，3 号、4 号、5 号、6 号试件的

变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1 号、2 号试件的变化趋势虽然和前者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变

化趋势是相同的。有限元预测模型曲线 7 号和疲劳试验试件的寿命曲线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对于单侧加强结构的试件，有限元预测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模型是准确的。 

从图中可以发现，疲劳循环次数在 9000 次左右之前，裂纹扩展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疲劳循环次数在 11000 次之后，裂纹扩展的速率开始急剧加快。相较于单侧宽凸台，单

侧窄凸台的裂纹扩展寿命较低，裂纹扩展阶段进入最终断裂阶段。 

 

 

图 4.10  单侧窄凸台裂纹扩展寿命 

Fig. 4.10  Single-side narrow boss crack growth life 

 

在图 4.11 中，(a)为单侧窄凸台裂纹扩展的截面。在裂纹扩展的尖端，取曲线的中

点，连接一条曲线，通过研究这条曲线上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趋势，可以分析

出在裂纹扩展的过程中，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情况。(b) 为裂纹尖端应力强

度因子变化曲线图。裂纹尖端强度因子KⅠ，随着裂纹的不断扩展，裂纹尖端强度因子KⅠ

不断变大，KⅠ增长的速度有变慢的趋势。由于单侧窄凸台的厚度较大，所以在试件厚

度变化的区间内，曲线会从凸台跳跃到腹板上，出现大的波动。裂纹尖端强度因子KⅡ、

KⅢ，随着裂纹的不断扩展，在零的范围内变化，在试件的厚度变窄的这一段范围内，

会有细微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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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裂纹截面 (b)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图 4.11  单侧窄凸台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Fig. 4.11  Single-side narrow boss crack tip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3)  单侧双阶凸台 

对于单侧双阶凸台，在之前的疲劳试验中，本文获得了试件的疲劳寿命曲线图。首

先，将试件的疲劳寿命曲线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即从裂纹萌生开始计算试件的裂纹扩展

寿命。在图 4.12 图中，1 号到 7 号为疲劳试验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曲线，8 号是有限元

预测模型的疲劳寿命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有限元预测模型曲线 8 号和疲劳试验试件

的寿命曲线基本是一致的，7 号试件的变化虽然有一些偏离，但是基本趋势是相同的。

所以对于单侧双阶形式的试件，有限元预测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模型是准确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疲劳循环次数在 12000 次左右之前，裂纹扩展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疲劳循环次数在 15000 次之后，裂纹扩展的速率开始急剧加快。从裂纹扩展阶段进入最

终断裂阶段。单侧双阶凸台的裂纹扩展寿命，要高于单侧窄凸台。 

在图 4.13 中，(a)为单侧宽凸台裂纹扩展的截面，在裂纹扩展的尖端，本文取曲线

的中点，可以连接一条曲线，通过研究这条曲线上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趋势，

可以分析出在裂纹扩展的过程中，裂纹尖端的强度因子的变化趋势。(b) 为裂纹尖端应

力强度因子变化曲线图。裂纹尖端强度因子KⅠ，可以看出随着裂纹的不断扩展，裂纹

尖端强度因子KⅠ不断变大，KⅠ增长的速度有变慢的趋势。裂纹尖端强度因子KⅡ、KⅢ，

随着裂纹的不断扩展，基本保持稳定在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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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单侧双阶凸台裂纹扩展寿命 

Fig. 4.12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crack growth life 

 

 

 

 
 

(a)裂纹截面 (b)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图 4.13  单侧双阶凸台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Fig. 4.13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crack tip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4)  双侧凸台 

对于双侧凸台，首先本文通过试件的疲劳试验获得了试件的疲劳寿命，之后对获得

的疲劳寿命曲线进行了归一化处理。1 号到 6 号为疲劳试验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曲线，7

号是有限元预测模型的疲劳寿命曲线。5 号试件在实验过程中，试件两侧加载不平衡，

出现了单侧扩展的现象，加载结果不符合本文设定的加载情况，所以不予考虑。剩余试

件比较符合本文设定的加载情况，这些曲线和有限元预测 7 号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在

疲劳寿命到达 17000 之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差别，此时裂纹处于快速扩展阶段，裂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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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寿命比较小，对于结果影响不大，可以认为对于整体影响较小。所以对于双侧加强

结构的试件，有限元预测疲劳寿命的模型是准确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疲劳循环次数在 12000 次左右之前，裂纹扩展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疲劳循环次数在 18000 次之后，裂纹扩展的速率开始急剧加快。从裂纹扩展阶段进入最

终断裂阶段。 

 

 

图 4.14  双侧凸台裂纹扩展寿命 

Fig. 4.14  Double-sided boss crack growth life 

 

 
 

(a)裂纹截面 (b)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图 4.15  双侧凸台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Fig. 4.15  Double-sided boss crack tip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在图 4.15 中，(a)为单侧宽凸台裂纹扩展的截面，在裂纹扩展的尖端，本文取曲线

的中点，可以连接一条曲线，通过研究这条曲线上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趋势，

可以分析出在裂纹扩展的过程中，裂纹尖端的强度因子的变化趋势。(b)为裂纹尖端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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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因子变化曲线图。裂纹尖端强度因子KⅠ，随着裂纹的不断扩展，裂纹尖端强度因

子KⅠ不断变大，在试件的厚度变窄时，会有抖动。试件的厚度变窄后，KⅠ的增长速度

变慢。裂纹尖端强度因子KⅡ、KⅢ，随着裂纹的不断扩展，基本保持稳定在零的范围内。 

4.4  本章小结 

本节借助 Franc3D 软件，通过在模型上预制初始裂纹的方式，实现了一种快速高效

的预测裂纹扩展寿命的方案。借助这种方案，分析不同加强结构的孔边凸台的裂纹扩展

寿命，并与之前的疲劳试验的结果进行了比较，验证了方案的准确性。在计算裂纹扩展

寿命的过程中，分析了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KⅠ 、KⅡ、KⅢ随着裂纹扩展的进行的变

化情况。因此可以借助这种方案，分析不同形式、尺寸的加强结构，对于裂纹扩展寿命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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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结构的形状与尺寸对疲劳寿命影响的分析与探究 

5.1  引言 

在前面的章节中，本文对开孔腹板进行疲劳试验，获得多组不同加强结构试件的疲

劳寿命曲线。同时借助 Franc3D 软件，得到不同加强结构有限元模型的疲劳寿命。通过

将有限元分析数据和疲劳试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了预测疲劳寿命方法的准确性。

所以本文建立了一种准确的基于有限元方法预测开口腹板疲劳寿命的方案。 

本节的内容是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分析孔边加强结构的形式和尺寸对疲劳性能的

影响。首先本节分析加强结构的厚度和宽度对于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紧接着分析在等

体积或等截面积加强结构的情况下，不同的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本节通过分

析加强结构的形式和尺寸对于模型疲劳寿命的影响，建立孔边加强结构与疲劳寿命的关

联关系，希望可以对于应用设计给予一定的指导。 

5.2  加强结构的宽度对于疲劳寿命影响 

本小节运用前文建立的有限元预测疲劳寿命的方案，分析宽度对于不同加强结构的

试件疲劳寿命的影响。即不改变加强结构的厚度，只是改变加强结构的宽度，分析宽度

对于不同加强结构结构的疲劳寿命的影响。通过建立多个等厚度、不同宽度的有限元模

型，得到模型的疲劳寿命曲线，获得宽度对于裂纹的疲劳寿命的影响的相关结论。 

(1)  单侧宽凸台 

对于单侧宽凸台，本文建立多个等厚度、不同宽度的有限元模型，模型如图 5.1 所

示，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1 所示。通过有限元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的裂纹扩展寿命。根

据裂纹扩展寿命曲线，分析宽度对于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图 5.2 为不同宽度的单侧宽

凸台疲劳裂纹扩展曲线图，x 轴为试件的疲劳循环次数，y 轴为表面裂纹的长度。从图

中可以分析出，对于不同宽度的加强结构，裂纹扩展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随着裂

纹长度的增加，裂纹扩展的速度加快。而且加强结构的宽度增大，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

也会增大。当表面裂纹的长度达到 30mm 的时候，加强结构宽度 20mm 和 28mm 的模型

裂纹扩展寿命相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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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侧宽凸台模型 (b)加强结构局部放大 

图 5.1  单侧宽凸台模型 

Fig. 5.1  Single -side wide boss model 

 

表 5.1  单侧宽凸台加强结构尺寸 

Tab. 5.1  Single-side wide boss reinforcement form size 

 不同宽度加强结构尺寸 

a(mm) 2 2 2 2 2 

b(mm) 20 22 24 26 28 

 

对于单侧宽凸台，在加强结构的厚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强结构的宽度越大，试件的

裂纹扩展寿命越高。同时在本小节考虑的加强结构的尺寸范围内，试件的孔边应力集中

系数相差不大，裂纹萌生寿命相差不多。所以，对于单侧宽凸台，加强结构宽度越宽，

抗疲劳的能力越强。 

 

 

图 5.2  宽度对于单侧宽凸台裂纹扩展寿命影响 

Fig. 5.2  Effect of width on crack propagation life of single-sided wide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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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侧窄凸台 

对于单侧窄凸台，本文建立多个等厚度、不同宽度的单侧窄凸台有限元模型，模型

如图 5.3 所示，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2 所示。通过有限元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的疲劳裂

纹扩展寿命。根据裂纹扩展寿命曲线，分析宽度对于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图 5.4 为不

同宽度的单侧窄凸台疲劳裂纹扩展曲线图，x 轴为试件的疲劳循环次数，y 轴为表面裂

纹的长度。从图中可以分析出，对于不同宽度的加强结构，裂纹扩展曲线的变化趋势基

本相同，随着裂纹长度的增加，裂纹扩展的速度加快。而且加强结构宽度的增大，试件

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会增大。当表面裂纹的长度达到 30mm 的时候，加强结构为宽度

8mm 和 16mm 的模型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相差 2000。 

 

  

(a)单侧窄凸台模型 (b)加强结构局部放大 

图 5.3  单侧窄凸台模型 

Fig. 5.3  Single -side narrow boss model 

 

表 5.2  单侧窄凸台加强结构尺寸 

Tab. 5.2  Single -side narrow boss reinforcement form size 

 不同宽度加强结构 

a(mm) 4 4 4 4 4 

b(mm) 8 10 12 14 16 

 

对于单侧窄凸台，在加强结构的厚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强结构的宽度越大，试件的

裂纹扩展寿命越高。同时在本小节考虑的加强结构的尺寸范围内，试件的孔边应力集中

系数相差不大，裂纹萌生寿命相差不多。所以，对于单侧窄凸台，加强结构宽度越宽，

抗疲劳的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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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宽度对于单侧窄凸台裂纹扩展寿命影响 

Fig. 5.4  Effect of width on crack propagation life of single-sided narrow boss 

 

(3)  单侧双阶凸台 

对于单侧双阶凸台，本文建立多个等厚度、不同宽度的有限元模型，模型如图 5.5

所示，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3 所示。通过有限元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的疲劳裂纹扩展寿

命。图 5.6 为不同宽度的单侧双阶凸台疲劳裂纹扩展曲线图，x 轴为试件的疲劳循环次

数，y 轴为表面裂纹的长度。从图中可以分析出，对于不同宽度的加强结构，裂纹扩展

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随着裂纹长度的增加，裂纹扩展的速度加快。对于单侧双阶

凸台，随着加强结构的宽度的增大，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也随之增大。当表面裂纹的长

度达到 30mm 的时候，加强结构为宽度 4mm 和 12mm 的模型裂纹扩展寿命相差 4000。 

 

 

  

(a)单侧双阶凸台模型 (b)加强结构局部放大 

图 5.5  单侧双阶凸台模型 

Fig. 5.5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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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单侧双阶凸台加强结构尺寸 

Tab. 5.3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reinforcement form size 

 不同宽度加强结构 

a(mm) 2 2 2 2 2 

b(mm) 4 6 8 10 12 

 

对于单侧双阶凸台，在加强结构的厚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强结构的宽度越大，试件

的裂纹扩展寿命越高。同时在本小节考虑的加强结构的尺寸范围内，试件的孔边应力集

中系数相差不大，裂纹萌生寿命相差不多。所以，对于单侧双阶凸台，加强结构宽度越

宽，抗疲劳的能力越强。 

 

 

图 5.6  宽度对于单侧双阶凸台裂纹扩展寿命影响 

Fig. 5.6  Effect of width on crack propagation life of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4)  双侧凸台 

对于双侧凸台，本文建立多个等厚度、不同宽度的有限元模型，模型如图 5.7 所示，

具体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4 所示。通过有限元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根据裂纹扩展寿命曲线，分析宽度对于双侧凸台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图 5.8 为不同宽

度的单侧双阶凸台疲劳裂纹扩展曲线图，x 轴为试件的疲劳循环次数，y 轴为表面裂纹

的长度。从图中可以分析出，对于不同宽度的加强结构，裂纹扩展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

相同，随着裂纹长度的增加，裂纹扩展的速度加快。对于双侧凸台，随着加强结构的宽

度的增大，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也随之增大。当表面裂纹的长度达到 30mm 的时候，加

强结构为宽度 10 mm 和 14 mm 的模型裂纹扩展寿命相差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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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双侧凸台模型 (b)加强结构局部放大 

图 5.7  双侧凸台模型 

Fig. 5.7  Double-sided boss model 

 

表 5.4  双侧凸台加强结构尺寸 

Tab. 5.4  Double -side boss reinforcement form size 

 不同宽度加强结构 

a(mm) 2 2 2 2 2 

b(mm) 10 11 12 13 14 

 

对于双侧凸台，在加强结构的厚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强结构的宽度越大，试件的裂

纹扩展寿命越高。同时在本小节考虑的加强结构的尺寸范围内，试件的孔边应力集中系

数相差不大，裂纹萌生寿命相差不多。所以，对于双侧凸台，加强结构宽度越宽，抗疲

劳的能力越强。 

 

 

图 5.8  宽度对于双侧凸台裂纹扩展寿命影响 

Fig. 5.8  Effect of width on crack extension life of double-sided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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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强结构的厚度对于疲劳寿命影响 

本小节的内容是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运用本文建立的有限元预测疲劳寿命的方

法。在不改变孔边加强结构的基础上，即不改变加强结构的宽度，只是改变加强结构的

厚度，分析了孔边加强结构的厚度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通过建立多个等宽度、不同厚

度的有限元模型，得到有限元分析获得模型的疲劳寿命曲线，建立宽度对于裂纹的疲劳

寿命的影响的相关结论。 

(1)  单侧宽凸台 

对于单侧宽凸台，本文建立多个等宽度、不同厚度的有限元模型，模型如图 5.9 所

示，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5 所示。通过有限元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根据裂纹扩展寿命曲线，分析厚度对于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图 5.10 为不同厚度的单侧

宽凸台疲劳裂纹扩展曲线图，x 轴为试件的疲劳循环次数，y 轴为表面裂纹的长度。从

图中可以分析出，对于不同宽度的加强结构，裂纹扩展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随着

裂纹长度的增加，裂纹扩展的速度加快。对于单侧宽凸台，随着加强结构的厚度的增大，

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也随之增大。当表面裂纹的长度达到 30mm 的时候，加强结构为厚

度 1.6mm 和 2.2mm 的模型裂纹扩展寿命相差 3000。 

 

 

 

 

 

  

(a)单侧宽凸台模型 (b)加强结构局部放大 

图 5.9  单侧宽凸台模型 

Fig. 5.9  Single -side wide bo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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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单侧宽凸台加强结构尺寸 

Tab. 5.5  Single -side wide boss reinforcement form size 

 不同宽度加强结构 

a(mm) 1.6 1.8 2.0 2.2 2.4 

b(mm) 24 24 24 24 24 

 

对于单侧宽凸台，在加强结构的宽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强结构的厚度越大，试件的

裂纹扩展寿命越高。同时在本小节考虑的加强结构的尺寸范围内，试件的孔边应力集中

系数相差不大，裂纹萌生寿命相差不多。所以，对于单侧宽凸台，加强结构厚度越厚，

抗疲劳的能力越强。 

 

 

图 5.10  厚度对于单侧宽凸台裂纹扩展寿命影响 

Fig. 5.10  Effect of thickness on crack propagation life of single-sided wide boss 

 

(2)  单侧窄凸台 

对于单侧窄凸台，本文建立多个等宽度、不同厚度的有限元模型，模型如图 5.11

所示，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6 所示。通过有限元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的疲劳裂纹扩展寿

命。根据裂纹扩展寿命曲线，分析厚度对于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图 5.12 为不同厚度的

单侧窄凸台疲劳裂纹扩展曲线图，x 轴为试件的疲劳循环次数，y 轴为表面裂纹的长度。

从图中可以分析出，对于不同宽度的加强结构，裂纹扩展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随

着裂纹长度的增加，裂纹扩展的速度加快。对于单侧窄凸台，随着加强结构的厚度的增

大，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也随之增大。当表面裂纹的长度达到 30mm 的时候，加强结构

为厚度 3.2mm 和 4.8mm 的模型裂纹扩展寿命相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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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侧窄凸台模型 (b)加强结构局部放大 

图 5.11  单侧窄凸台模型 

Fig. 5.11  Single-side narrow boss model 

 

表 5.6  单侧窄凸台加强结构尺寸 

Tab. 5.6  Single -side narrow boss reinforcement form size 

 不同宽度加强结构 

a(mm) 3.2 3.6 4.0 4.4 4.8 

b(mm) 12 12 12 12 12 

 

对于单侧窄凸台，在加强结构的宽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强结构的厚度越大，试件的

裂纹扩展寿命越高。同时在本小节考虑的加强结构的尺寸范围内，试件的孔边应力集中

系数相差不大，裂纹萌生寿命相差不多。所以，对于单侧窄凸台，加强结构厚度越厚，

抗疲劳的能力越强。 

 

 

图 5.12  厚度对于单侧窄凸台裂纹扩展寿命影响 

Fig. 5.12  Effect of thickness on crack propagation life of single-sided narrow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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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侧双阶凸台 

对于单侧双阶凸台，本文建立多个等宽度、不同厚度的有限元模型，模型如图 5.13

所示，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7 所示。通过有限元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的疲劳裂纹扩展寿

命。根据裂纹扩展寿命曲线，分析厚度对于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图 5.14 为不同厚度的

单侧宽凸台疲劳裂纹扩展曲线图，x 轴为试件的疲劳循环次数，y 轴为表面裂纹的长度。

从图中可以分析出，对于不同宽度的加强结构，裂纹扩展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随

着裂纹长度的增加，裂纹扩展的速度加快。对于单侧双阶凸台，随着加强结构的厚度的

增大，试件的裂纹扩展寿命也随之增大。当表面裂纹的长度达到 30mm 的时候，加强结

构为厚度 1.0mm 和 3.0mm 的模型裂纹扩展寿命相差 4000。 

 

  

(a)单侧双阶凸台模型 (b)加强结构局部放大 

图 5.13  单侧双阶凸台模型 

Fig. 5.13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model 

 

表 5.7  单侧双阶凸台加强结构尺寸 

Tab.5.7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reinforcement form size 

 不同宽度加强结构 

a(mm) 1.0 1.5 2.0 2.5 3.0 

b(mm) 8 8 8 8 8 

 

对于单侧双阶凸台，在加强结构的宽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强结构的厚度越大，试件

的裂纹扩展寿命越高。同时在本小节考虑的加强结构的尺寸范围内，试件的孔边应力集

中系数相差不大，裂纹萌生寿命相差不多。所以，对于单侧双阶凸台，加强结构厚度越

厚，抗疲劳的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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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厚度对于单侧双阶凸台裂纹扩展寿命影响 

Fig. 5.14  Effect of thickness on crack propagation life of single-sided double-order boss  

 

(4)  双侧凸台 

对于双侧凸台，本文建立多个等宽度、不同厚度的有限元模型，模型如图 5.15 所示，

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8 所示。通过有限元仿真，预测模型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根据裂

纹扩展寿命曲线，分析厚度对于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图 5.16 为不同厚度的双侧凸台疲

劳裂纹扩展曲线图，x 轴为试件的疲劳循环次数，y 轴为表面裂纹的长度。从图中可以

分析出，对于不同宽度的加强结构，裂纹扩展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随着裂纹长度

的增加，裂纹扩展的速度加快。对于双侧凸台，随着加强结构的厚度的增大，试件的裂

纹扩展寿命也随之增大。当表面裂纹的长度达到 30mm 的时候，加强结构为厚度 1.0mm

和 3.0mm 的模型裂纹扩展寿命相差 20000，对于抗疲劳模型的设计，有较大的指导价值。 

 

  

(a)双侧凸台模型 (b)加强结构局部放大 

图 5.15  双侧凸台模型 

Fig. 5.15  Double-sided bo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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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双侧凸台加强结构尺寸 

Tab. 5.8  Double-side boss reinforcement form size 

 不同宽度加强结构 

a(mm) 1.0 1.5 2.0 2.5 3.0 

b(mm) 12 12 12 12 12 

 

对于双侧凸台，在加强结构的宽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强结构的厚度越大试件的裂纹

扩展寿命越高。同时在本小节考虑的加强结构的尺寸范围内，试件的孔边应力集中系数

相差不大，裂纹萌生寿命相差不多。所以，对于双侧凸台，加强结构厚度越厚，抗疲劳

的能力越强。 

 

 

图 5.16  厚度对于双侧凸台裂纹扩展寿命影响 

Fig. 5.16  Effect of thickness on crack propagation life of double-sided bosses 

 

5.4  加强结构的形状对于疲劳寿命影响 

本小节的内容是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运用本文建立的有限元预测疲劳寿命的方

法。在不改变孔边加强结构体积的基础上，分析加强结构的形状，即单侧加强、双阶加

强、双侧加强对于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通过建立不同加强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得到有

限元模型的疲劳寿命曲线，建立加强结构对于裂纹的疲劳寿命的影响的相关结论。 

5.4.1  等体积的加强结构 

本节通过 ABAQUS 软件对于相同体积的孔边加强结构进行建模处理，总共创建了

三种形式的孔边加强结构，具体形式如表 5.9 所示，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10 所示。通过

计算可知，算例的孔边加强结构的体积都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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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等体积加强结构 

Table 5.9  Equal volume of reinforced form 

凸台型号 凸台模型 凸台局部放大图像 

单侧凸台 

  

单侧双阶凸台 

  

双侧凸台 

  

 

表 5.10  等体积加强结构的尺寸 

Table 5.10  Equal volume of reinforced form size 

 单侧凸台 单侧双阶凸台 双侧凸台 

a(mm) 4 1.5 2 

b(mm) 12 10 12 

 

建模处理完之后，根据前文的有限元分析方法，在对模型施加材料属性、网格划分、

施加边界条件等步骤后，得到有限元的分析模型。图 5.17 即为本文获得的有限元分析结

果。根据云图可知，当模型处于相同的载荷情况时，单侧凸台的孔边应力是最大的，大

小为 449.8MPa；单侧双阶凸台的孔边应力次之，大小为 439.2MPa；双侧凸台的孔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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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最小的，大小为 325MPa。但它的最大应力没有出现在孔边，而是在凸台和平板的

交界处，与水平方向角度成 45 ，应力大小为 379.4MPa。 

从云图中，可以发现双侧凸台的孔边应力集中的数值是最低的，而双侧凸台和单侧

双阶凸台的孔边应力集中的数值比较接近，并且数值是比较大的。当向试件施加相同的

外界载荷时，孔边应力集中比较高的试件，更容易在试件的孔边应力集中的地方产生裂

纹，因此具有较低的裂纹萌生寿命。所以在设计具有较高疲劳萌生寿命的试件的形状的

时候，可以通过设计双侧凸台的形式，使试件具有较高的裂纹萌生寿命。 

 

   

(a)单侧凸台 (b)单侧双阶凸台 (c)双侧凸台 

图 5.17  有限元分析结果 

Fig. 5.17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 

  

本文对试件的裂纹扩展的寿命进行了分析，即在有限元分析的模型设立预设一定细

小尺寸的裂纹，计算裂纹的扩展疲劳寿命。通过这种方案，分析当试件的孔边产生裂纹

之后，孔边裂纹的扩展情况。从图 5.18 可以发现，单侧凸台和单侧双阶凸台裂纹扩展寿

命大致相等，当裂纹的扩展长度到 40mm 时，裂纹扩展寿命大约有 12500。对于双侧凸

台具有较高的疲劳寿命，当裂纹的扩展寿命长度到 40mm 时，疲劳寿命大约有 25000。

从结果分析可知，双侧凸台具有较高的裂纹扩展寿命，单侧凸台和单侧双阶凸台裂纹扩

展寿命大致相等，相对于双侧凸台来说，裂纹扩展寿命比较低。所以在设计具有较高疲

劳扩展寿命的试件的形状的时候，可以通过设计双侧凸台的方式，使试件具有较高的裂

纹扩展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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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不同加强结构凸台裂纹扩展寿命 

Fig. 5.18  Crack growth life of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 bosses 

5.4.2  等截面积的加强结构 

本节通过 ABAQUS 软件对于相等截面积的孔边加强结构进行建模处理，总共创建

了三种形式的孔边加强结构，形式在上一小节有详细表述，加强结构尺寸如表 5.11 所

示。。通过计算可知，本节的算例的孔边加强结构的截面积都是相等的。 

 

表 5.11  等截面积加强结构的尺寸 

Table 5.11  Equal cross-sectional area of reinforced form size 

 单侧凸台 单侧双阶凸台 双侧凸台 

a(mm) 2 2 2 

b(mm) 24 8 12 

 

建模处理完之后，根据前文的有限元分析方法，对于模型施加材料属性、进行网格

划分、施加边界条件等步骤后，就可以得到有限元的分析模型。图 5.19 即为我获得的有

限元分析结果。根据云图可知，当模型处于相同的载荷情况时，单侧凸台的孔边最大应

力 452.3MPa；单侧双阶凸台的孔边应力为 459.1MPa，两者的孔边应力接近；双侧凸台

的孔边应力是最小的，大小为 325.4MPa。但它的最大应力没有出现在孔边，而是在凸

台和平板的交界处，与水平方向角度成 45 ，应力大小为 379.4MPa。 

从云图中，可以发现双侧凸台的孔边应力集中的数值是最低的，而双侧凸台和单侧

双阶凸台的孔边应力集中的数值比较接近，并且数值是比较大的。当向试件施加相同的

外界载荷时，孔边应力集中比较高的试件，更容易在试件的孔边应力集中的地方产生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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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因此具有较低的裂纹萌生寿命。所以在设计具有较高疲劳萌生寿命的试件的形状的

时候，可以通过设计双侧凸台的形式，使试件具有较高的裂纹萌生寿命。 

 

   

(a)单侧凸台 (b)单侧双阶凸台 (c)双侧凸台 

图 5.19  有限元分析结果 

Fig. 5.19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 

 

本文接着对于试件的裂纹扩展的寿命进行了分析，即在有限元分析的模型设立预设

一定细小尺寸的裂纹，计算裂纹的扩展疲劳寿命。通过这种方案，分析当试件的孔边产

生裂纹之后，孔边裂纹的扩展情况。从图 5.20 可以发现，单侧凸台和单侧双阶凸台裂纹

扩展寿命大致相等，当裂纹的扩展长度到 40mm 时，裂纹扩展寿命大约有 15000。对于

双侧凸台具有较高的疲劳寿命，当裂纹的扩展寿命长度到 40mm 时，裂纹扩展寿命大约

有 25000。从结果分析可知，双侧凸台具有较高的裂纹扩展寿命，单侧凸台和单侧双阶

凸台裂纹扩展寿命大致相等，相对于双侧凸台来说，裂纹扩展寿命比较低。所以在设计

具有较高疲劳扩展寿命的试件的形状的时候，可以通过设计双侧凸台的方式，使试件具

有较高的裂纹扩展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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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不同加强结构凸台裂纹扩展寿命 

Fig. 5.20  Crack growth life of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form bosses 

 

5.5  本章小结 

借助之前验证的有限元方法分析疲劳寿命的方法，本节分析了加强结构的宽度和厚

度对于不同加强结构的疲劳寿命影响。得到了不同加强结构的宽度和厚度对于疲劳寿命

影响的曲线图，对于指导人们进行疲劳寿命设计的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之后，本文探究

了加强结构具有相同体积或相同截面积时，不同形式的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

发现双侧加强结构具有较低的应力集中系数，得出了双侧加强结构具有较高的裂纹萌生

寿命和较高的裂纹扩展寿命的结论，对于指导人们进行疲劳寿命设计有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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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结论 

壁板和梁式结构作为重要的承力结构，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但是由于工艺或者

结构设计的要求，需要在壁板或者梁式结构的腹板开孔。开孔会造成孔边应力集中，导

致结构的强度发生变化，容易在开孔处发生疲劳破坏。对结构的孔边进行加强，减少应

力集中，是人们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常见方案。但是人们对于加强结构的研究较少，主

要依靠经验，细致的探究较少。因此探究加强结构对疲劳寿命的影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本文通过实验分析和有限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借助实验结果验证有限元模型

的准确性。基于有限元模型，分析加强结构的形状和尺寸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1）腹板开孔加强结构静态性能的数字图像相关实验测试及有限元方法分析模型

的建立与验证。将有限元分析与数字图像相关方法得到的不同加强结构的位移、应变分

布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的趋势相同，大小一致，说明有限元分析模型的准确性。通

过有限元方法，得到不同加强结构构件的应力分布情况，计算获得结构孔边的应力集中

系数。通过将应力集中系数和构件裂纹萌生寿命进行比较，可知应力集中系数反映了试

件裂纹萌生寿命的高低。 

（2）不同加强形式腹板开孔加强结构的疲劳试验及疲劳寿命预测方法验证。通过

疲劳试验获得了不同加强结构的试件的疲劳寿命。通过实验可以发现，不同加强结构对

于疲劳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相同加强结构的试件，在裂纹扩展速率的双对数坐标下，

裂纹扩展速率与裂纹长度成线性关系。借助 Franc3D 软件，通过在模型上预制初始裂纹

的方式，实现了一种快速高效的计算裂纹扩展寿命的方案。借助这种方案，分析不同加

强结构的孔边凸台的裂纹扩展寿命，与之前的疲劳试验的结果进行了比较，验证了方案

的准确性。在计算裂纹扩展寿命的过程中，分析了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KⅠ、KⅡ、KⅢ

随着裂纹扩展的进行的变化情况。 

（3）加强结构形式的形状与尺寸和形式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分析与优化。借助有

限元分析疲劳寿命的方法，分析了加强结构的宽度和厚度对于不同加强结构的疲劳寿命

影响，得到了不同加强结构的宽度和厚度对于疲劳寿命影响的曲线图。之后，探究了加

强结构具有相同体积或相同截面积时，不同形式的加强结构对于疲劳寿命的影响，发现

双侧加强结构具有较低的应力集中系数，得出了双侧加强结构具有较高的裂纹萌生寿命

和较高的裂纹扩展寿命的结论，对于指导人们进行疲劳寿命设计有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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