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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旧钢桥在运营过程中容易疲劳开裂，严重影响桥梁结构安全。预应力碳纤维

（CFRP）板加固技术已被证实能有效改善疲劳寿命，延缓裂纹扩展。然而，目前对钢

结构裂纹扩展驱动力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对常用裂纹驱动力进行综述，并推荐一种

使用ΔKeff
1-α Kmax

α的双参数裂纹驱动力模型。通过疲劳分析软件Franc3D和ANSYS的交

互使用，应用所提驱动力实现对拉伸钢板和钢梁的裂纹扩展模拟，主要结论如下：

（1）对比典型裂纹驱动力模型如ΔK、ΔKeff、（ΔK+Kmax
0.5）、ΔKeff

1-α Kmax
α，分析

各类驱动力模型的假设条件、应用范围、考虑因素等，结果表明：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能在更大应力比范围内提供更为准确的钢结构疲劳寿命预测。

（2）采用多种驱动力模型对预应力 CFRP 板加固的受损拉伸钢板进行裂纹扩展模

拟。结果表明：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能有效模拟裂纹形状。同时分析了初始裂纹形

状、位置、数目等参数对疲劳寿命的影响，表明初裂纹形状和位置是影响疲劳寿命的

主要因素。

（3）对无粘结预应力 CFRP 板加固缺口钢梁进行裂纹扩展模拟，并将裂纹在钢梁

上的扩展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底板扩展以及底板和腹板的同时扩展阶段，其中在底板

扩展阶段消耗寿命占总寿命的 85%以上。结果表明：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Kmax

α的预测值

与实测值吻合良好。

研究成果可为 CFRP 加固受损钢结构和疲劳寿命的评估提供参考。

关键词：预应力CFRP板；钢结构；疲劳裂纹；驱动力模型；扩展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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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tigue cracking of aged steel bridges is a serious threat problem for the bridge

serveice.Application of prestressed carbon fiber plate(CFRP) has been proved to be effective

in fatigue life extension and retarding the crack propagation.However, a few studies foucus

on the crack propagation driving force of steel structures. This thesis briefly reviewed the

common crack driving force models and recommends a two-parameter crack driving force

model using ΔKeff
1-α Kmax

α .The crack propagation was also simulated using dirving forces in

the specimen of the steel tensile plate and beam by means of the intera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fatigue analysis software Franc3D and ANSY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ypical crack driving force models including ΔK, ΔKeff,

(ΔK+Kmax
0.5) , ΔKeff

1-α Kmax
α. And a review on the assumptions, application scope and

limitations of various driving force models is comple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iving

force model ΔKeff
1-α Kmax

α can provide mor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fatigue life of the steel

structures in a wider range of stress ratios.

(2) The crack growth simulation of the steel tensile plate is conducted using various

driving force models on the damaged steel tensile plate reinforced by prestressed CFRP pl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iving force model ΔKeff
1-α Kmax

α can well simulate the crack shape.

The efftcts of the initial crack shape, location ,number on fatigue life are also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itial crack shape and location are the governing factors.

(3) The crack growth simulation of the steel beam is also investigated on the notched

steel beams strengthened with prestressed unbounded CFRP plate.The crack growth in the

steel beam performs in two stages: crack propagation just in flange and simultaneously in

flange and web,and the first stage consumes more than 85% of the total fatig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ion of the model ΔKeff
1-α Kmax

α is in a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research results would referred to the CFRP reinfrocement of the damaged steel

structures and the assessment of fatigue life.

Keywords: prestressed CFRP plate; steel structure; fatigue; driving force model; crack

growth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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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意义

由于钢结构在重复荷载作用下的开裂难以避免，以钢桥为主的疲劳断裂问题十分

突出。既有钢桥普遍存在着运营时间过长、所承载公路交通量远超设计标准，以及结

构发生明显病害损伤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也导致钢桥容易出现各种形式的疲劳裂纹，

因此由裂纹扩展导致结构开裂引起的桥梁垮塌事故时有发生，如国外 Point Pleasant 桥

的眼杆断裂和密雅碯大桥的悬绞断裂，国内宜宾小南门桥、攀枝花金沙江大桥吊杆的

断裂，广州海印大桥缆索的腐蚀断裂以及虎门大桥的桥面板断裂等。Fisher[1]教授也对

142 座出现裂纹的钢桥进行调查统计并对疲劳细节和裂纹缺陷进行汇总，图 1-1 为其中

两种典型的疲劳裂纹形式，分别位于梁体加劲肋和纵横梁。由此可见，对于这些钢结

构桥梁，尤其是出现疲劳裂纹的钢桥，需要进行剩余疲劳寿命的评估和相应的加固补

强措施。

(a) 加劲肋 (b)纵横梁

图 1-1 典型裂纹形式

而各国现有规范对钢桥疲劳设计的规定，主要以构造类别 S-N 曲线的名义应力法

为疲劳设计方法。该方法基于大量试验统计分析，对不同构造细节赋予不同疲劳抗力

S-N 曲线，并要求设计时各构造细节的最大名义应力幅小于设计疲劳强度。虽然名义

应力法将疲劳问题简化并提供便捷的应用，但疲劳评估仍存在许多值得考究的问题。

对于大量既有钢桥，其荷载历史难以确定，因而也就难以判定这些钢结构中疲劳

细节的剩余寿命。同时，桥梁检测得到的结构开裂，裂纹萌生的相关信息如尺寸、位

置等，也无法应用于该方法的评估工作。基于上述原因，传统的名义应力法难以评估

现有钢结构的现状，不能考虑疲劳裂纹扩展寿命，无法指导旧桥的修复加固并评估加

固效果。

综上所述，目前需要一种不依赖于荷载历史和构造细节的、更具备普适性的高效

疲劳评估方法。国内外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大致三类疲劳评估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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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化方法。一是基于传统名义应力 S-N 疲劳曲线，并逐步发展了热点应力法、缺口应

力法等，旨在得到更为精细的应力指标以解决实际存在的各类复杂的局部细节问题；

二是考虑疲劳损伤是重复荷载下结构损伤的积累过程，从而形成基于连续介质损伤力

学的评估方法；三是以断裂力学为基础的疲劳评估方法，能有效处理各类受损或含裂

纹缺陷的问题。

对于既有钢桥，必然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服役期，许多构造细节可能或多或少的

产生了疲劳裂纹；对于新建钢桥，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诸如焊接缺陷、孔洞、微裂纹等

各类裂纹缺陷，这类钢桥的剩余寿命，即是以众多初始缺陷裂纹为起点的裂纹疲劳扩

展寿命。因此，应用断裂力学手段对裂纹缺陷进行分析，并预测其疲劳扩展寿命具有

实际意义，为此需要进行高效精确的裂纹扩展模拟。

1.2 疲劳裂纹扩展机理研究

1.2.1 疲劳裂纹扩展三阶段

随着疲劳理论和试验研究的丰富，对裂纹扩展的机理分析也逐步深入。学者将钢

结构的疲劳破坏过程总结为裂纹不断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包括三个阶段：裂纹

萌生、裂纹稳定扩展和裂纹失稳扩展（断裂）。图 1-2 为裂纹扩展曲线，可以清晰的

看出裂纹扩展的三阶段。其中裂纹扩展速率 da/dN为交变荷载作用下，每一次循环对

应的裂纹扩展量，受裂纹尖端应力场的控制，而应力强度因子 K 则是表征裂纹尖端应

力场和位移场强度的指标。

裂纹一开始主要存在于应力集中处或钢结构的表面，对于裂纹萌生阶段，其裂纹

扩展速率 da/dN大致小于 10-6mm/次数。该阶段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疲劳裂纹扩展门

槛值ΔKth 的研究，因而也称为门槛区（I 区）。早在 1966 年 Frost 用试验证明疲劳门

槛值的存在性[2]。因此，当应力强度因子小于门槛值时，认为裂纹没有扩展行为；当 K

接近门槛值时，裂纹开始扩展，并且裂纹扩展速率 da/dN与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应力水

平有关。后续的试验研究也表明疲劳门槛值ΔKth 受到诸如强度、应力比 、环境介质等

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与材料相关的常数。因此门槛值ΔKth也成为重要部件设计的依据，

而对于这一阶段的探究，现行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试验与统计。

第二阶段中速率区（II 区），为裂纹的稳定扩展区域。该阶段消耗了裂纹扩展的

主要寿命，其扩展速率在 10-6mm/次数到 10-2mm/次数范围内。且国内外大量试验证明

该区域内 da/dN 与ΔK 具有良好的对数线性关系，其中 Paris 公式是最早以应力强度因

子幅ΔK 为驱动力来表达裂纹扩展速率 da/dN，如式 1-1。该公式目前只适用于裂纹扩

展的第二阶段，因而第二阶段也称为 Paris 区。

mKC
dN

a
)(

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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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和 m为描述材料疲劳扩展性能相关的常数，与材料性质相关。对于金属材

料，m的取值范围大概在 1.4-9.67 之间；对于陶瓷或其他脆性材料，m可高达 40 以上，

叶华文[3]总结统计了受损钢结构疲劳试验数据，并提出了适用于钢结构的常数 C和 m

的推荐值，分别为 6.86×10-12和 3.0（以 MPa 和 m 为单位）。

第三阶段为裂纹的快速扩展阶段，即稳态撕裂的裂纹扩展区（III 区）。该阶段裂

纹扩展寿命较小，主要由材料断裂韧性 KIC控制。当疲劳循环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 Kmax

接近材料的韧性 KIC时，裂纹扩展速率急剧增加，裂纹尺寸迅速增大至结构断裂，疲劳

分析意义较小。王泓[4]对大量金属材料试验研究进行统计，总结了上述三种阶段的疲劳

扩展具备的不同疲劳扩展特征。

图 1-2 疲劳扩展曲线

上述疲劳裂纹的扩展三阶段描述了裂纹扩展的一般规律，而对于裂纹扩展行为驱

动机理的探究，目前普遍认为是由外界施加的驱动力和结构材料内在的抵抗力的矛盾

运动。外界的驱动力主要是结构承受的重复荷载，反应在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 K；

内在抗力是材料的本质属性，体现在门槛值ΔKth 和断裂韧性 KIC等。所以当裂纹尖端的

ΔK 小于门槛值ΔKth 时，表明裂纹不存在扩展行为；同样当ΔK 高于材料断裂韧性 KIC

时，认为结构已经失稳断裂，这两点也是裂纹扩展模拟中启动和中断的重要判据。本

文裂纹扩展的数值模拟针对第二阶段，通过扩展模型定量描述裂纹尺寸与对应裂尖应

力强度因子的关系，实现裂纹的自动扩展与疲劳寿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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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疲劳裂纹扩展的驱动机制

驱动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问题：（1）驱动力指标；（2）驱动力与扩展速率的关系；

（3）驱动力与扩展方向的关系。

外界施加荷载的直观体现为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最早驱动力指标则是以单一

参数应力强度因子幅ΔK 来表示，主要考虑结构服役期中所受的周期性损伤。但进一步

的研究认为单一参数的驱动力指标难以考虑应力比、加载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有

学者提出考虑裂纹闭合效应的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ΔKeff，以及同时考虑单调损伤与周

期性损伤的双参数驱动力等。然而，既有驱动力指标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因此针对钢

结构的驱动力还需进一步的探究。

大量实测数据表明，裂纹的驱动力与扩展速率明显呈现良好的对数线性关系，虽

然已有较多定量描述扩展速率的模型，如 Paris 公式、Walker 公式等，但实际仍以 Paris

公式为基础进行修正。

由于裂纹以及结构所受荷载作用位置的不对称性，裂纹并非简单地沿着直线向前

扩展，而是根据裂尖应力强度因子 KΙ与 KII的关系表现为曲线轨迹，其中 KΙ、KII与 KII

分别对应张开型（I 型）、滑开型（II 型）和撕开型（III 型）三种裂纹形式。目前普遍

认可的裂纹扩展方向的判定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1）最大周向应力准则；（2）最

大能量释放率准则；（3）最小应变能密度准则。

其中最大周向准则认为裂纹沿距离裂尖 r=ρC的圆弧上的周向正应力σθθ最大的方向

扩展，其中ρC为特征距离。当σθθmax达到一定临界情况下，裂纹开始失稳扩展，并将复

合应力强度因子转化为等效 I 型应力强度因子 Ke，当 Ke值大于材料断裂韧性 KIc 时，

可作为裂纹发生失稳扩展的判据。

最大能量释放率准则是通过计算任意方向上的能量释放率，以最大能量释放率的

数值所在方向为裂纹扩展方向。当裂纹扩展所释放出来的变形能等于或者大于裂纹扩

展所需要的能量时，裂纹将发生失稳扩展。

最小应变能密度准则是裂纹扩展时沿最小应变能 Smin 的方向，失效的临界条件为

式 1-2：

crSKaKKaKaS   ）（）（ 2
2212

2
11 2 （1-2）

此外，还可以使用最大剪应力准则、修正最大应变能释放率准则等作为裂纹扩展

的方向判定。淳庆[11]对上述 3 种典型的裂纹扩展方向理论进行对比与试验分析，认为

最大周向应力准则和最小应变能密度因子准则要优于最大应变能释放率准则，因此本

次扩展模拟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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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疲劳裂纹扩展的模拟方法

基于裂纹扩展的驱动机理，可对含裂纹结构或构件进行裂纹的扩展模拟。数值模

拟是结构在随时间或荷载的增加的情况下，其裂纹扩展建模的分析过程。这涵盖了建

模分析的所有方面，包括从初始裂纹的数据准备到结果可视化，以及预测裂纹的扩展

曲线并评估扩展过程的完整性。

而要完成上述过程，其中关键在于两点：裂纹表示机制和裂纹扩展机理转化。裂

纹表示是对实际复杂裂纹的几何形状、所处结构位置、尺寸等相关信息的数字化，而

裂纹扩展机理的转化则是基于已有方法使数值化的疲劳裂纹自动且有效的进行扩展模

拟。

现有研究中，在对疲劳裂纹扩展的数值模拟上相对较少，主要方法为应用有限元

软件进行编程，或开发相应的疲劳分析软件。国内学者王建明、刘伟[5]等人针对二维裂

纹稳态扩展，通过 APDL 编程建立了裂纹扩展路径模拟及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庄力健[6]

等人开发疲劳裂纹扩展模拟软件，建立新型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模拟方法，并用于

16MnR 钢的疲劳裂纹扩展模拟。

同时，以扩展模拟为主的研究方法也很快被用于钢结构开裂的相关学术研究，以

及对实际工程的评估工作。其中 Woo-Yong Lee[7]等人采用连续有限元分析技术，研究

裂纹前沿不均匀扩展对疲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裂纹前沿的扩展和寿命预测值与

实测值十分吻合。Branco、Antunes[8]等人提出一种三步逆向工程技术，通过试验与模

拟技术相结合，利用 3D-FE 裂纹自动扩展技术预测钢制圆构件的裂纹扩展，将预测值

与实测值对比并得出 Paris 公式的常数 C和 m。宗亮[9]提出了复合裂纹疲劳扩展分析方

法，结合实测数据充分验证该方法的准确性，并应用于一座钢桁架桥的疲劳评估中。

除此以外，裂纹扩展模拟也在许多工程领域得到一定的运用，包括晶体的微观裂纹扩

展，飞机结构的疲劳裂纹以及大型混凝土坝的开裂模拟等。如上所述，现有裂纹扩展

模拟方法均是基于有限元软件的编程模拟或使用疲劳分析软件实现裂纹的扩展模拟与

研究。

1.3 CFRP 加固钢结构疲劳性能研究

1.3.1 CFRP 材料疲劳性能

碳纤维复合材料 CFRP 是一种由碳纤维材料和基体材料（树脂）通过一定制备工

艺固化后形成的具有特定形状和性能的新型复合材料。CFRP 在材料性能上有着突出的

特点，通过对配合比设计、制备工艺等多方面的调整，可以设计出不同力学性能的 CFRP

材料。例如普通 CFRP 弹性模量一般在 165GPa~200GPa 范围内，高模量 CFRP 的弹性

模量可高达 640GPa。此外 CFRP 抗拉强度在 2500MPa~3500MPa 之间，根据需求也可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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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设计控制其抗拉强度。

CFRP 材料在桥梁工程中的应用形式众多且发展迅速，本文主要研究 CFRP 用于提

高钢结构疲劳耐久性的加固应用。CFRP 作为加固材料，主要结构形式以片材（碳纤维

薄板和碳纤维布）为主，如图 1-3 所示。相比于碳纤维布，碳纤维板保持纤维顺直，

有利于承受纤维方向的拉压作用，而且适用于预应力加固方式，能充分发挥碳纤维高

强性能，但碳纤维板在造价上却高于碳纤维布，这也限制了其更广泛的应用。

(a) 碳纤维板 (b) 碳纤维布

图 1-3 常用碳纤维材料

不同于传统钢材，CFRP 材料在疲劳破坏过程中经历如下五个阶段，如图 1-4 所示。

首先 CFRP 疲劳破坏的临界状态为基体开裂，但此时由于纤维有显著的止裂效应，因

而还能继续承载，直至后续逐步经历界面剥离、分层、纤维断裂乃至最终疲劳破坏。

图 1-5 为常用材料 S-N 曲线，可以看出 CFRP 的疲劳强度高达其拉伸强度的 70％~80％，

而普通钢材的疲劳强度只为其拉伸强度的 30％~50％。

同时，CFRP 材料在不同环境（如酸碱、温度、湿度、辐射）下可能存在一定程度

下的变形、截面损失、应力增加等情况，因此对 CFRP 材料耐久性能的研究成为学者

关注重点。温度效应是影响材料性能最为重要的一个环境因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温度的变化对材料性质的影响，二是由温度变化引起其他因素改变从而对材料的

连锁反应。冯鹏[11]研究了温度对 CFRP 加固效应的影响，并认为在常温状态（20°到

40°）疲劳寿命基本无影响，而低温或高温会造成疲劳寿命的显著下降。对于腐蚀环

境，洪雷[32-33]分别模拟了盐雾干湿环境与湿热环境对预应力 CFRP 加固性能的影响，

刘天桥，冯鹏等[12]对包括 CFRP 材料在内的 1900 多组 FRP 在各种腐蚀环境下加速老化

实验的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复合材料对腐蚀环境不敏感，耐久性能很好。张永

兆[13]则通过对预应力 CFRP 板的试验分析，认为其疲劳性能满足加固桥梁工程的性能

要求，并且在高低温条件下的力学性能变化小，具有良好的温度适应性和应力保持性

能。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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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CFRP 疲劳破坏过程

图 1-5 FRP 材料的 S-N 曲线图

1.3.2 非预应力 CFRP 加固方法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国外兴起以 CFRP 材料与粘结剂用于混凝土桥梁结构的加固

补强，并针对这一领域编制了相应的设计规范。基于 CFRP 加固混凝土领域的理论与

实践经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 CFRP 加固钢结构上。由于钢材力学性

能不同于混凝土，因此最早主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分析对 CFRP 板加固钢结构桥梁的破

坏模式、加固效应等进行研究[15-18]，可以发现：

（1）使用 CFRP 材料加固后，钢梁的承载能力明显提高，但刚度变化很小；

（2）加固效果有很大离散性，CFRP 板和 CFRP 布的加固效果有一定区别，同时

承载能力取决于粘贴 CFRP 材料的弹性模量、长度、加固方式等；

（3）CFRP 材料与钢界面的粘结会对最终加固效应产生很大影响，加固的薄弱部

位在于粘结界面，因而使用 CFRP 板端锚固装置能充分发挥材料性能，提高加固效果。

同时，为研究 CFRP 加固技术对钢结构疲劳性能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展大量以受

损钢板为研究对象的疲劳试验。表 1-5 统计了相关 CFRP 材料加固钢板的实测数据，并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 8页

罗列了试验结果（寿命提升倍数）和关键参数设置（初始损伤、弹性模量以及应力幅），

表中初始损伤为初始裂纹长度与钢板宽度之比，用以描述钢构件初始损伤。图 1-7 描

述了部分试验中钢板初始损伤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尽管试验设置各有不同，但初始损

伤明显影响疲劳加固效应。对这些疲劳加固试验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CFRP 板加固体系的疲劳破坏始于初始损伤处的裂纹扩展，并最终导致 CFRP

与钢板剥离破坏；

（2）CFRP 材料的各类力学参数如弹性模量、厚度对疲劳寿命有明显影响，其中

高弹性模量的 CFRP 在试验中加固效应更加明显，但疲劳寿命提升有限；

（3）疲劳过程最终表现为剥离破坏，而良好的 CFRP-钢界面粘结能有效的降低裂

纹扩展速率，提升钢结构的疲劳寿命；

（4）钢结构疲劳寿命较未加固前明显提升，但个体之间差异较大，表明部分 CFRP

的材料性能未能充分发挥。

表 1-5 无预应力 CFRP 加固受损钢板疲劳试验统计

研究者 初始损伤(%)
CFRP 弹性模量

（MPa）
应力幅(MPa) 寿命提升倍数

Karatzas [19] 25 112.3 200 3

冯鹏[11] 7.8 435 148.5 2-3.4

Yu QQ[20] 2-20 191 110 1.9-2.9

Yu QQ[21] 2-40 177/479 135 1.8-29.4

Liu[22] 13.3 240/640 135 1.24-7.95

Jones S C[23] 22.5 65/165 113.3 0.97-1.54

Wu C[24] 7.8 477 135 3.27 以上

王海涛[25] 16.7 165/240 120 3.5-4.9

郑云[26] 10 165/320 120/90 2.55-6.8

Alemdar F[27] 10 83 263/221/166 6.6 以上

Tsouvalis [28] 30 47/143 200 0.92-2.02

Jones S C[29] 22.5 38,65 113.3 1.05-2.12

王海涛[25] 10 165/240 120 6.9-11.3

Colombi P[30] 12/30 210 90 1.18-3.08

陈涛[31] 5.5 640 160 1.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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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初始损伤对加固效果的影响

尽管 CFRP 加固优势明显，但由于应力滞后效应，CFRP 材料的应力水平一般不超

过其抗拉强度的 20%，应变也仅用到其极限应变的 10%，材料性能的利用率极低。原

因在于 CFRP 片材与钢结构之间的界面行为很大程度影响了整体加固效果。为提升

CFRP 加固效果，许多学者针对 CFRP-钢的界面行为以及破坏模式继续进行研究。胡波

[34]在最新研究中基于Xia-Teng模型提出了适用于加固修复的FRP-钢界面粘结长度的设

计方法。李春良[35]对 CFRP 端部的锚固程度对界面粘结剪应力的影响情况进行研究。

粘结胶作为在钢构件和 CFRP 板间传递荷载的导体，其材料、力学性能等因素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加固效应。王海涛、吴刚[36]等针对粘结胶的类型对 CFRP 加固行

为中疲劳失效模式、界面剪应力分布规律、粘结-滑移关系的影响进行研究。李传习[37]

则分析了不同纳米 SiO2掺量的环氧树脂粘结胶对CFRP板-钢板界面粘结性能的影响规

律。上述研究均认为粘结胶的力学性质对界面粘结性能以及最终疲劳结果有很深的影

响，并致力于通过改变粘结胶性能而提升整体加固效应。

提升 CFRP 材料的利用率可以从两方面出发，一是基于材料本身，充分利用各种

纤维材料的力学特性与优势，通过研究新型的复合材料来弥补单一材料的缺陷；二是

对 CFRP 材料施加预应力。预应力 CFRP 加固技术采用两端机械锚固，改变了非预应

力 CFRP 加固依赖粘结胶的薄弱特点，解决了大多数加固结构中材料存在的应力滞后

问题，使得 CFRP 的高强性能得以发挥。

1.3.3 预应力 CFRP 加固方法

由于 CFRP 抗拉强度和弹性模量都比较高，材料性能的提升受限于工艺、成本的

综合考量难以继续，而预应力 CFRP 加固技术因其结构概念明确，加固效率高，加固

效果易于评估等三方面的优势得到快速发展，近年来国内已经有工程应用实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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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所示。

对预应力 CFRP 加固技术的研究，首先在试验方面，研究者对粘贴预应力 CFRP

板的受损钢结构开展大量重复性的疲劳试验，结果均表明预应力水平成为影响疲劳寿

命的主要因素，能进一步提高寿命，延缓疲劳裂纹扩展。表 1-6 为部分预应力 CFRP

加固受损钢板疲劳试验的数据统计，表中罗列各试验中钢板初始损伤、CFRP 弹性模量、

预应力水平等影响参数，便于后续对影响参数的评估。图 1-9 为文献[38,41,47]中部分试验

中不同预应力水平对疲劳寿命提升的对比图，各组试验均反应出预应力水平是影响最

终加固效果的重要因素。

图 1-8 预应力 CFRP 板加固技术

表 1-6 预应力 CFRP 加固受损钢板疲劳试验统计

研究者
初始损伤

（%）

CFRP 弹性模

量（GPa）

应力幅

(MPa)
预应力(MPa) 寿命提升倍数

Emdad R[44] 7.8 230 135/153 560-1500 2.7-35.3

Taljsten B[45] 9.8 155/260 214/171 97.6 2.4 以上

Colombi P[46] 10 174/216 80 1200 3.0-16

Ye[41] 40 165/205 120/100/80 600-1200 1.26-4.2

Bassetti[38] 6 174/216 80 1200 1.3-16.4

Hosseini[47] 10 156/435 75 1100 4.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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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预应力水平对加固效果的影响

结合上述预应力 CFRP 加固钢结构的研究分析与试验结果，可以发现预应力的引

入极大改善了整个加固结构的受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钢结构的承载能力和剩余疲劳寿命显著提升，表明预应力提高了对 CFRP 材

料的强度利用率，充分发挥了 CFRP 材料轻质高强、抗腐蚀等优良性能；

（2）以加固钢桥为例，明显提高梁体的刚度、抗弯承载力以及抗裂能力，同时也

能有效抑制裂纹的持续扩展。

（3）削弱了粘结胶的作用，但 CFRP 板与钢结构的界面行为仍然制约了加固效应

的提升，研发高效的锚固系统成为研究的重点。

目前在预应力 CFRP 加固技术中，常用方法有粘结胶粘结和锚固系统机械夹持两

种。前者仍然受限于粘结胶性能，但后者却能有效的克服粘贴加固中存在的预应力水

平低、碳纤维板剥离、粘结胶不耐高温不耐腐蚀等问题。因此，为提升加固效果，许

多学者致力于研发新型锚固系统，其中 Hosseini、Ghafoori[47-48]等人开发一种新颖的机

械无粘结锚固装置并进行疲劳试验，彭晖等[62]提出了嵌入式锚固的预应力 CFRP 板加

固系统，叶华文[43]自主研发预应力 CFRP 板锚固及张拉系统，用于评估无粘结 CFRP

板加固受损钢梁疲劳性能。

同时，在对预应力施加、预应力损失研究上，邓朗妮[49]、黄金林[50]等提出相应的

有效预应力和预应力损失的准确计算方法。Hesham M.[51]等则利用三维有限元技术研究

了预应力水平、CFRP 刚度、CFRP 纤维走向等对加固试件疲劳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的影响，从而判断对疲劳寿命的提升程度，评估加固效果。此外，在预应力 CFRP 技

术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利用 CFRP 材料优秀的力阻功能效应，引入传感器形成智能复

合材料，使其作为结构元件的同时实现安全测评。周智、欧进萍[52]、邓朗妮等[53]研制

智能碳纤维（CFRP-OFBG）板，证明了 CFRP-OFBG 板在智能监测方面有良好的适用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 12页

性，为今后结构加固与监测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结合既有 CFRP 材料加固钢结构疲劳性能的研究，可知其研究重点仍然是对含有

初始缺陷的钢构件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裂纹扩展问题。现有研究方法主要以试验为主，

辅以理论分析与计算，对于疲劳破坏过程中裂纹扩展行为以及驱动力的研究则相对较

少。因此，有必要结合断裂力学的分析方法对 CFRP 加固钢结构中疲劳裂纹的扩展机

理进行模拟研究。

1.4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针对老旧钢结构的疲劳损伤与加固现状，分析疲劳裂纹扩展的一般规律与机

理。同时综述现有典型驱动力模型，推荐适用于钢结构寿命预测的双参数驱动力模型。

并基于既有试验结果，通过 Franc3D 和 ANSYS 的交互应用，实现对预应力 CFRP 加固

受损钢结构进行裂纹扩展模拟与寿命预测，对以下内容进行探究：

（1）对常用驱动力模型ΔK、ΔKeff、（ΔK+Kmax
0.5）、ΔKeff

1-α Kmax
α等进行详细阐述，

就其假设、应用范围、考虑因素等进行对比评估。

（2）基于试验和仿真分析，对预应力 CFRP 加固受损钢板的疲劳裂纹进行扩展行

为分析，应用不同驱动力模型预测疲劳寿命并对比，推荐适用驱动力模型。分析裂纹

扩展机理，同时对初始裂纹的形状、位置、数目等进行参数分析，评估各项因素对疲

劳寿命的影响。

（3）根据预应力 CFRP 板加固双边缺口钢梁的疲劳试验，完成钢梁裂纹扩展模拟。

基于所提驱动力模型预测疲劳寿命，并与实测值对比。同时研究裂纹在钢梁底板与腹

板的扩展行为，对钢梁裂纹在不同阶段扩展行为和疲劳寿命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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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疲劳裂纹扩展驱动力模型分析

Paris 最早以应力强度因子作为裂纹扩展的驱动力模型并广泛应用，但其主要针对

张开型裂纹在小范围屈服条件下的扩展，不能描述如最大荷载、应力比 R、加载历史

等因素对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基于应力强度因子概念提出很多驱

动力模型。本章总结常用驱动力模型，并详细分析其假设条件、考虑因素、适用范围

等，为后续裂纹扩展模拟提供重要参考。

2.1 有效应力强度因子模型

在小范围屈服的条件下，疲劳裂纹扩展主要受到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基于这

一假设，Elber[54]研究了裂纹尖端塑性区对应力场的影响，并基于平面应力试件拉-拉疲

劳裂纹扩展试验提出了裂纹闭合效应。

裂纹的闭合效应认为裂纹扩展速率不仅仅受裂纹尖端前缘状态的影响，也受到裂

纹尖端后部裂纹面接触性质的制约。而裂纹只在裂纹面完全张开分离的部分才存在扩

展行为，同时把只对裂纹扩展起作用的那一部分有效应力幅Δσeff 和对应的有效应力强

度因子幅ΔKeff看作裂纹扩展的驱动因素，如图 2-1，并将 Paris 公式修正如下：

mm KUCKC
dN

a
)()(

d
eff  （2-1）

式中：ΔKeff=Kmax-Kop=UΔK，Kmax为最大应力强度因子，Kop 为开口应力强度因子，

U 为裂纹闭合系数。

图 2-1 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

由于裂纹尖端后部的状态受加载历史、裂纹尺寸、应力比等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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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所以也解释了加载历史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因而考虑裂纹闭合效应的驱动力

模型ΔKeff 也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并直观的体现在裂纹闭合系数 U的取值上。Elber 通

过对铝合金的试验测量表明系数 U受应力比 R影响较大，并把应力比 R在 0.1-0.7 范围

内的闭合系数 U简化为式 2-2：

RU 4.05.0  （2-2）

此外，Kurihara[55]等人基于钢结构试验提出了以下经验公式，涵盖了更大范围的应

力比 R：

）（ 5.00.5
5.1

1



 R

R
U （2-3）

Schijve[56]也对常用低碳钢进行试验，并总结闭合系数 U与应力比 R的关系，如式

2-4 所示。

0.7)
0.69 0.45 0.7)
0.465 0.5)

eff
RK

U R R
K R

  
     

   





（2-4）

然而，尽管发现众多的裂纹闭合现象，驱动力模型ΔKeff也相应的解释了裂纹扩展

加速、迟滞、以及物理短裂纹等疲劳裂纹扩展现象，但其适用性仍然有一定局限，主

要为以下两点：

（1）在所受循环荷载比较高时，裂纹闭合基本不会发生，所以该模型不太适用于

高应力比的条件。

（2）在平面应变条件下，也几乎没有裂纹闭合现象发生。表明该模型更适用于裂

纹接近平面应力条件的结构材料表面。

此外，也有学者注意裂纹张开荷载的测量往往受限于所使用的测量技术，而且裂

纹尖端点的位置对实际结果影响较大，这些直接导致使用不同测量技术和试验，所测

得的ΔKeff结果的差异明显。Kujawski[57]等人对考虑裂纹闭合效应的有效应力强度因子

模型的缺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进行了铝合金在不同应力比 R的疲劳试验，表明其

裂纹扩展速率不仅仅与ΔKeff有关，而最大应力强度因子 Kmax 有一定影响。

由此可见，仅考虑闭合效应的单参数驱动力模型ΔKeff，只消除了闭合裂纹面上接

触应力的影响，未能考虑整个裂纹尖端塑性区内应力的变化，因此无法完全反映裂纹

尖端塑性对裂纹扩展规律的影响。

2.2 双参数驱动力模型

经过大量试验研究分析，学者普遍认可裂纹尖端区域的实际破坏过程由两个驱动

机制的相互作用引起的：（1）由最大应力强度因子 Kmax 引起的单调损伤；（2）由于

应力强度因子幅ΔK 引起的周期性损伤。

综合考虑这两种驱动机制的作用，Kujawski[58]等人针对铝制航空结构，提出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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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与裂纹扩展速率相关联的双参数疲劳裂纹驱动力 K*=（ΔK+Kmax）0.5，其中ΔK+为

应力强度因子幅的拉伸部分，修正的 Paris 公式如式 2-5 所示：

mKKC
dN

a
])[(

d 5.0
max

 （2-5）

随后，又引入材料经验参数α，将式 2-5 扩展为：

mKKC
dN

a
)])()[(

d 1
max

  （2-6）

上述双参数驱动力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假设：

（1）裂纹尖端塑性区内的应力应变会引起疲劳损伤，并由其周围的弹性场控制；

（2）塑性区内存在的拉应力是疲劳裂纹扩展的必要条件；

（3）塑性区内的应力应变由修正的驱动力模型 K*=（ΔK+Kmax）0.5 有关。

可以看出，该模型并未使用裂纹闭合数据，虽然解释了应力比对疲劳裂纹扩展行

为的影响，但是它仍然只在高应力比条件在有一定适用性，也无法解释加载历史中压

缩部分对疲劳裂纹扩展的作用，并且该模型主要是基于经验性。

另一方面，研究者针对裂纹扩展中各种影响因素，如断裂韧性、门槛值、过载效

应等进行研究，也提出了许多考虑其它参数的修正 Paris 公式，表 2-1 对其中部分进行

统计并总结其适用性和考虑因素。

表 2-1 典型双参数驱动力模型统计

修正公式 主要考虑因素 适用性

mKKC
dN

a
)])()[(

d 1
max

  应力比 高应力比条件

mpp KKC
dN

a
][

d 1
max 

应力比
应力比小于 0 时没有

意义

))(1(

)(

maxKKR

KH

dN

da

IC

f




 断裂韧性 KIC

疲劳裂纹扩展中 II、

III 阶段

max
22

4)(

KK

KC

dN

da

IC 


 断裂韧性 KIC

疲劳裂纹扩展中 II、

III 阶段

mKKC
dN

da
）（）（ th

m -  门槛值 Kth

疲劳裂纹扩展中 I 阶

段，门槛值附近

m

IC KK

KK
C

dN

a
)(

d

max

th




 门槛值 Kth和断裂韧性 KIC 疲劳扩展全过程

])[(
d

el
m

P KCC
dN

a
 过载效应 过载延迟条件

表中均为部分学者提出的考虑不同因素的修正 Paris 公式，由于目前缺乏能真实精

确反应裂纹扩展行为的闭合测量方法，因此统计的驱动力模型均不涉及裂纹闭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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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述驱动力模型包含如下特点：

（1）描述特定材料在疲劳试验中受应力比 R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应力比效

应，但只在应力比 R较高的条件下适用；

（2）不能描述加载历史中的压缩部分和残余应力对整个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的影

响作用；

（3）基于各类材料试验研究，由经验性确定，缺乏明确的物理意义，而且对不同

材料的适用性有待考虑，因而缺乏普适性。

2.3 考虑闭合效应的双参数驱动力模型

对于常用的钢结构而言，在实际工程中不仅受到交变应力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平

均应力的影响，应力比 R则能考虑这些因素。预应力 CFRP 板可为受损的钢结构提供

预压力，不仅极大降低了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也降低了应力比 R。考虑到由预

应力效应引起的应力比 R<0，对这一现状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很难完整描述。

针对这一现状，叶华文[59]为得到适用于钢结构的新驱动力模型，提出了以下三点

假设：

（1）在裂纹尖端的损伤是循环损伤和单调损伤这两个损伤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两种损伤过程共同主导了裂纹尖端损伤的发展。

（2）单调破坏过程不受裂纹闭合效应的影响，由Kmax表征；循环破坏过程则考虑

裂纹闭合效应，采用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ΔKeff。

（3）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扩展区域的拉应力是不可避免的。

基于上述提出的概念与假设，针对钢结构提出的新型驱动力模型如式2-7所示：

）（ 10max
1

eq   KKK eff （2-7）

式中α为相关系数，范围为0到1，用于描述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ΔKeff和最大应力强

度因子Kmax的影响程度。根据式2-3，可以得到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ΔKeff的表达。根据

应力比R=σmin/σmax，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ΔK由式2-8得到：

 max

max

0)
0)

K
K

R R
K

R
  


  

    （2-8）

其中，σmin和σmax分别为给定的最小应力和最大应力，而Kmin和Kmax分别为对应的最

小应力强度因子和最大应力强度因子。

因此，基于式2-4和2-8，新型裂纹驱动力模型可表示为：













)0(

)0()1( 1

max
1

eq
RKU

RKRU
KKK eff 


 （2-9）

而根据新型裂纹驱动力模型，Paris公式可修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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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
/

m

1

eq
RKCU

RKRUC
KCdNda

m

mm
m





（2-10）

式中常数 C和 m是与材料相关的常数，对于常用的低碳钢而言，C和 m的值需要

通过试验确定。在文献[3]的相关研究中，通过对预应力 CFRP 加固边缘缺口钢板和中心

缺口钢板的疲劳试验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对 da / dN与ΔK 的线性拟合确定 C和 m的推

荐值，分别为 6.86×10-12和 3.0（以 MPa 和 m 为单位），并且变异系数（CV）低于 10％。

相关系数α则是通过疲劳裂纹寿命计算公式反向推导，应力比 R有关，可以简单总结为：















)0(

)4.00(

)4.0(

0

5.2

1

R

R

R

R (2-11)

考虑闭合效应的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已被证实在应力比 R的任意范围内，能准

确预测了包括钢板、工字型钢梁在内的多种钢结构的疲劳寿命，解决了大多数双参数

驱动力模型只能在高应力比条件下适用的问题。

2.4 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裂纹驱动力模型的发展，从认为周期性损伤在破坏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因此以应力强度因子幅ΔK 作为驱动力，到逐步考虑包括裂纹闭合效应、应力比效应等。

从单参数模型到考虑单调损伤的双参数模型，以及考虑裂纹闭合效应的双参数模型。

通过对这些典型驱动力模型的假设、应用范围、考虑因素等综合比较分析对比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1）单参数驱动力模型ΔK 提出最早，但局限性较多，仅适用于裂纹尖端附近弹

性变形控制的裂纹扩展；考虑裂纹闭合效应的有效应力强度因子ΔKeff虽然考虑应力比

R，但不适用于高应力比条件和平面应变条件。

（2）最大应力强度因子 Kmax 和ΔK 相结合的双参数驱动力模型，虽不涉及目前尚

有争议的裂纹闭合效应，考虑了单调损伤的作用。但仍然只在应力比 R大于 0 的条件

有意义，而且大都针对特定的材料，缺乏一定的物理意义和普适性。

（3）考虑闭合效应的双参数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同样考虑到两种损伤的共同

作用，并使用相关系数α加以描述在不同应力比 R下的关系，能精确运用于各类应力比

R下钢结构疲劳裂纹的寿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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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预应力 CFRP 加固受损钢板裂纹扩展分析

本章基于预应力 CFRP 板加固受损钢板的疲劳试验，通过 ANSYS 和 Franc3D 软件

交互使用，建立了预应力 CFRP 板加固边缘缺口钢板的疲劳裂纹扩展模型，主要研究

内容如下：

（1）模拟初裂纹扩展至钢板断裂的全寿命过程；

（2）针对不同裂纹驱动力模型的预测寿命对比分析；

（3）裂纹扩展结果分析，包括预应力 CFRP 加固试件和非预应力 CFRP 加固试件；

（4）初裂纹相关参数的敏感性分析，包括裂纹形状、位置、数目等。

3.1 试验设计与裂纹扩展分析模型

3.1.1 试验方案

根据文献[41]中的预应力 CFRP 加固受损钢板的轴向受拉疲劳试验，进行仿真裂纹

扩展模拟。该试验使用 CFRP 板双面加固的双边缺口钢板试件，试件总长 1200mm，其

中两端各预留 200mm 作为锚固段，两侧缺口圆孔直径为 10mm，长 30mm，如图 3-1。

试验所采用的钢材和 CFRP 板的几何尺寸及材料性质由表 3-1 统计，其中σs和σb分别为

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粘结胶由多种材料混合而成，每次混合的成分比不可能完全相

同，因此具有较高的离散度，表 3-2 为粘结胶性质。

为分析预应力水平的影响，试件分为 5 组，其中 A 组由未加固的钢板试件作为参

照组；B 组为粘贴非预应力 CFRP 板的钢板试件；C 组、D 组和 E 组为粘贴预应力 CFRP

板的钢板试件，其中预应力水平分别为 600MPa，1000MPa 和 1200MPa。

表 3-1 材料几何尺寸与结构参数

材料 长度（mm） 宽度（mm） 厚度（mm） 材料性能

钢材 1200 150 10
Es=210 GPa，vs=0.3，σs=355

MPa，σb=510 MPa

CFRP 800 50 1.4 Ec 1= 165 GPa，Ec2 =205GPa

表 3-2 粘结胶性质

适用时间（分钟） >60(在20°C)

拉伸强度（MPa） >60

压缩强度（MPa） >90

钢与钢粘结剪切强度（MP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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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疲劳扩展分析模型

疲劳扩展分析模型的建立，首先应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建立试件全局模型，按照

图 3-1 和表 3-1 的试件尺寸、力学性质，建立钢板、CFRP 板和粘结胶的实体模型。同

时在钢板中部边缘处建立半径 5mm 的 U 型缺口，作为裂纹的引入点，但在 ANSYS 建

模中无须单独设置裂纹尖端位置，定义奇异点。

整体上，钢板、粘结胶和 CFRP 均以实体单元 solid95 进行模拟，便于进行相互之

间的连接，连接方式则是通过节点耦合实现 CFRP 的锚固。荷载的施加根据不同试件

的预应力水平进行等效处理。同时在网格划分时，考虑到粘结胶和 CFRP 板的厚度较

低，容易造成单元畸变，需要精细单元划分，如图 3-2 所示。通过设定特定的热膨胀

系数（α）表示虚拟的设计温度梯度（ΔTp），即εP=αΔTp，即可适当的表现 CFRP 预应

力应变（εP），从而施加指定的预应力水平。

5

锚固区
缺口细节

150

40
0CFRP

缺口

30 1

10

110

20
0

20
0

20
0

20
0

图 3-1 试验设计（单位：mm） 3-2 CFRP 加固缺口钢板有限元模型

完成 ANSYS 实体模型的建立，后续扩展模拟则采用疲劳分析软件 Franc3D。

Franc3D 主要用于对工程结构中存在的复杂的几何形状裂纹进行引入，形成疲劳裂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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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扩展。完成自动扩展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工作，分别是初裂纹的确定、应力强度

因子计算、扩展方向的判定和扩展模型的确定。在这个过程中，ANSYS 为引入裂纹的

结构进行力学计算，得到裂尖的应力场与位移场，最终由 Franc3D 进行断裂力学计算，

从而高效的完成疲劳裂纹的自动扩展模拟，基本工作流程如图 3-3 所示。

将 ANSYS 有限元模型存为 cdb 文件后可导入裂纹扩展软件 Franc3D。实际分析时，

裂纹尺寸相对于整体结构来讲往往很小，因此计算前为便于局部精细化的裂纹插入与

扩展操作，需要将整体模型中的裂纹扩展的重点区域划分为子模型。通过将网格重划

分的区域限定在局部的子模型内，可以大大的减小数据由 Franc3D 传送到有限元软件

的处理量，从而有效提高裂纹分析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子模型仅仅是为局部裂纹的

网格重划分，并不影响分析的策略。同时其余模型可以包含简化的结构、复杂的边界

条件或完全六面体网格模型。划分子模型后，在调用 ANSYS 有限元计算时，子模型也

会重新放入全局模型当中，对整体进行分析。

完成子模型的划分，开始第一步：初始裂纹的引入。初始裂纹作为重要的因素直

接影响整个疲劳过程。对于初裂纹的处理，首先应该确定裂纹的形式和状态。其中裂

纹按几何类型可分为穿透裂纹、表面裂纹和深埋裂纹。其中，穿透型裂纹沿构件整个

厚度贯穿，表面裂纹的深度和长度皆处于构件表面，可简化为半椭圆裂纹；深埋裂纹

完全处于构件内部，多为片状圆形或片状椭圆形。而试验中钢板上预制的疲劳裂纹，

主要是通过定位 1mm 的裂纹位置，然后使用高频疲劳机预制，且预制裂纹多为角裂纹

和孔内壁半圆裂纹，因此本次仿真模拟的初始裂纹也按半圆裂纹考虑。由于预制裂纹

数量可能不止一个，因而在后续计算时也会考虑多个裂纹的扩展对钢板试件寿命的影

响。

图 3-4 为本次扩展模拟引入的一个半径为 1mm 的半圆片形初始裂纹。确认裂纹几

何模型后，使用多种单元类型来对裂纹区域进行网格划分。一般情况下，在裂纹前缘

生成 8 个 15 节点的楔形单元，这些单元采用四分之一节点技术，以实现理论上的 r-1/2

应力分布。裂纹前缘单元周围生成两层 20 节点的六面体单元环，楔形和六面体单元组

合起来就形成裂纹前缘“模板”。其余的区域使用 10 节点的四面体单元，四面体单元

和六面体单元之间使用了 13 节点的金字塔形过渡单元，图 3-5 为子模型裂纹尖端网格

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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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裂纹模拟扩展流程

图 3-4 初裂纹及网格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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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子模型裂纹尖端网

引入初始裂纹后，可对裂纹进行扩展模拟，计算分如下四步进行：

（1）计算局部扭转方向。模拟裂纹的前缘实际由多个节点组成，因而扩展的第一

步是计算各个节点的局部扭转方向，即裂纹扩展方向。方法则是根据所选定的最大周

向应力准则计算裂纹扩展方向角θ，认为裂纹沿周向正应力σθθ最大的方向扩展。

（2）指定裂纹的扩展。第一种方法是指定位于应力强度因子中值（median）上的

节点的扩展距离，然后根据式 3-1 计算其余各个节点的局部扩展距离。二是指定荷载

的循环次数，按照式 3-2 计算裂纹前缘所有节点的扩展距离。

（3）选择裂纹扩展模型。本次仿真模拟选用 Paris 扩展模型，根据文献[3]确定 C

和 m的推荐值，分别为 6.86×10-12 和 3.0（以 MPa 和 m 为单位），并由文献[43]确定裂

纹停止扩展的门槛值在 126.5-484.8N/mm3/2的范围内，取保守值 100N/mm3/2。裂纹驱动

力模型的选择则有待考量，第二章详细的分析了目前常用驱动力模型，对于扩展模拟

中具体的应用，则在下一节进行单独的对比分析。

（4）对新裂纹前缘进行光顺化处理。主要目的是减少不必要的数值“噪音”，并

将裂纹前缘外插到结构自由表面外。由于预测的裂纹前缘是一系列基于数值计算的节

点，将这些点连线作为新裂纹前沿有时会出现振荡，甚至呈锯齿形，因此利用多项式

曲线来拟合裂纹前缘可以消除这些振荡，图 3-6 为裂纹扩展中生成新裂纹前缘的过程。

n

median

i
mediani K

K
aa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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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j KNCa )( （3-2）

图 3-6 新裂纹扩展前缘示意

3.2 驱动力模型对比分析

为确定适用于钢结构裂纹扩展与寿命预测的驱动力模型，本节针对试验中四个不

同应力比 R的钢板试件（从-0.4 到 0.4 的范围内），应用多种典型驱动力模型进行寿命

预测，包括考虑裂纹闭合效应的双参数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Kmax

α，以及应用最广泛的应

力强度因子幅ΔK、常用双参数模型（ΔK+ Kmax）0.5。通过与实测曲线的对比，得到具

有较高精确度的驱动力模型，并用于后续的模拟扩展中。图 3-7 显示了每一种驱动力

模型预测裂纹扩展的能力。

考虑疲劳问题的高度离散性，从图 3-7 可以看出每种驱动力模型都能得出相对合

理结果。当 R>0 时，使用应力强度因子幅ΔK 这一单参数驱动力模型似乎提供了很好的

预测，但在 R<0 的情况下适用性相对较低。双参数模型（ΔK+ Kmax）0.5 在 R>0 和 R<0

时预测寿命均小于实际寿命。相反，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在 R<0 时寿命扩展曲线吻

合较好，在 R>0 的情况也能提供相对稳定的寿命预测。

综合各类驱动力模型的预测效果，可以得出：双参数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在 R

的任意范围内可以提供较为准确的寿命预测，也证实了该模型适用于钢结构，并可以

为疲劳寿命分析提供满意的裂纹扩展率。因此在后续对受损钢板模拟裂纹扩展中，均

使用该驱动力模型。同时，为了继续得到更为精确的预测值，仍需要进一步的模拟研

究和更多试验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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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R=-0.18）

0 1x105 2x105 3x105 4x105 5x105
0

10

20

30

40

50

60
 试验
 ΔK

 ΔKeff
(1-)*Kmax



 ΔK0.5*Kmax
0.5

裂
纹

尺
寸

（
mm
）

疲劳寿命（次数）

（d）E1（R=-0.4）

图 3-7 a-N 图对比

3.3 疲劳裂纹扩展分析

3.3.1 非预应力 CFRP 加固试件

试验试件的疲劳破坏包含裂纹扩展三个阶段，扩展模拟主要针对裂纹扩展的第二

阶段。A1-A3 为参照组 A 组中未使用 CFRP 加固的试件，图 3-8（a）为实测寿命与预

测寿命的对比。由于试验中 3 个试件未设置不同参数，因此模拟只设置并计算一组。

结果表明：疲劳试验中影响因素较多，实测的钢板寿命存在一定浮动，但大致都处于

同一范围内，所测最大寿命 A1 的寿命为 18 万次左右，最小寿命 A2 的寿命为 8 万次

左右，而模拟试件的裂纹扩展最终寿命为 14 万次，与 A3 试件 15 万次的疲劳寿命较为

接近，且最终裂纹尺寸大致在 35mm 左右。

图 3-8（b）为非预应力 CFRP 板加固的受损钢板试件，从疲劳寿命上看，模拟试

件最终疲劳寿命为 18 万次左右，与实测寿命十分接近。而裂纹尺寸上看，由于试验试

件裂纹在扩展第三阶段较小的循环次数内快速扩展，因而该阶段疲劳寿命增加较少而

裂纹尺寸却大幅上升。而预测寿命只考虑模拟 Paris 区的扩展行为，并设置断裂门槛值

认为循环终止，不考虑第三阶段的裂纹快速扩展。因此就结果而言，预测寿命与实测

寿命基本相同，总体表明：非预应力 CFRP 板加固的钢板试件的裂纹扩展数值模拟与

实际过程基本吻合，预测疲劳寿命可靠且具备一定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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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非预应力试件路径-寿命对比

3.3.2 预应力 CFRP 加固试件

由于预应力的施加，导致试件应力比 R<0，极大延缓裂纹扩展速率，因而疲劳寿

命显著增加。同时，裂纹扩展模拟的扩展步数也大幅增加，网格密度变大，导致计算

量显著增大。

图 3-9 显示了 4 组不同预应力水平的扩展模拟的预测值与实测寿命的对比。从整

体疲劳寿命上来看，图 3-8（a）为预应力为 600MPa 的 C1 试件，模拟预测寿命为 10

万次，试件最终寿命为 11 万次。图（b）为预应力为 1000MPa 的 D3 试件，模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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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为 22 万次，试件最终寿命为 28.5 万次；（c）和（d）为预应力为 1200MPa 的 E1

和 E2，E1 模拟预测寿命为 35 万次，试件最终寿命为 44 万次，E2 模拟预测寿命为 53

万次，试件最终寿命为 63 万次。

相对于未施加预应力的试件(即 R>0 的情况下)，仅从寿命上看，预应力 CFRP 加固

受损钢板模拟扩展的精确度相对减小，但与实测寿命相比，误差依然保持在一定范围

内，未出现数量级上的差异。同时由于预应力延缓疲劳裂纹的扩展，因而在最终裂纹

尺寸的对比上，模拟试件更加接近试验试件。

图 3-10 为所有模拟试件的预测寿命 Nfs与实测疲劳寿命 Nfe置于对数坐标系下的对

比，红色直线表示 Nfs 和 Nfe 相等。可以看出，大部分贴近红色直线并在直线以下，结

果相对保守。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表明仿真模拟受损钢结构的预测寿命与实测寿命

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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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预测寿命与实测寿命对比

3.3.3 扩展阶段对比

结合实测数据和数值模拟，可以将受损钢板裂纹的扩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表面

裂纹扩展阶段；由于试验预制的主要是表面裂纹，模拟扩展引入的初裂纹也同样为表

面裂纹。在此阶段裂纹主要在厚度和宽度方向同时扩展，扩展速率较低。二是穿透裂

纹扩展阶段，当裂纹在厚度方向扩展穿透截面，扩展速率将增加。疲劳寿命大部分消

耗在表面裂纹扩展阶段，穿透裂纹扩展阶段寿命相对较少。表 3-3 为裂纹扩展阶段寿

命比重对比，明显看出不同阶段所占寿命比重差异很大，其中初始阶段（5mm 以下）

大部分占比高达 50%以上。

表 3-3 裂纹扩展阶段寿命对比

试件 预应力（MPa）

试验 模拟

Ni/Nf(%) Ni/Nf(%)

1mm 5mm 5mm

A1

-

66.7 72.5

61.2A2 73.0 77.8

A3 58.8 68.6

B1

0

25.8 45.5

51.3B2 57.7 62.4

B3 53.3 61.3

C1

600

36.8 47.4 49.5

C2 41.5 56.1 52.1

C3 32.5 47.5 50.4

D3 800 31.6 54.7 49.6

E1
1000

18.4 47.5 49.1

E2 23.9 52.1 45.3

上表罗列了试验试件所测的裂纹 1mm 和 5mm 所消耗的疲劳寿命占比，由于数值

模拟扩展中插入的初始裂纹为 1mm，因此统计裂纹从 1mm 扩展至 5mm 所消耗的疲劳

寿命。试验中裂纹扩展 1mm 时所消耗的疲劳寿命占总寿命 20%及以上，该阶段裂纹主

要沿厚度方向扩展；裂纹扩展至 5mm 左右时，表面裂纹所消耗寿命占比约在 50%及以

上，而裂纹尺寸却只有总长度的 10%左右，该阶段裂纹同时沿厚度和宽度方向进行扩

展。模拟扩展中，裂纹扩展至 5mm 左右时，寿命占比同样也在 50%左右，图 3-11 对

试验与模拟扩展中初始阶段 5mm 内寿命占比进行对比，表明模拟扩展的阶段贴近试验

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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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对表中实测寿命与预测寿命分析得知，裂纹扩展在初期的消耗的疲劳

寿命占比明显低于非预应力试件，表明预应力水平的主要影响施加在表面裂纹扩展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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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阶段寿命对比

3.4 裂纹扩展路径分析

由于弯曲应力使钢板在厚度方向上的应力存在差异，从而导致裂纹在厚度方向上

的扩展速率有一定差异。图 3-12 为选取不同尺寸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对比，随着

荷载循环次数的增加，裂纹尖端上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差异逐渐减小，因而扩展速率之

间的差异也逐步减小。

当裂纹由表面裂纹扩展至穿透裂纹时（如图中 a=6.8mm），厚度方向上应力强度

因子差异较大，表明此时裂纹前缘扩展速率分布极其不均；随着裂纹的持续扩展，K

值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也表明裂纹前缘各处的扩展速率基本相同。

裂纹扩展过程中每一步扩展的 K 值取点有两种典型路径，分别为沿纹线中点和沿

纹线边线。图 3-13 描绘了以这种典型路径扩展所取的 a-N 曲线的对比，图中可以看出

两个方向有细微差异，集中在裂纹扩展长度上。图 3-14 为模拟扩展所得 A 组受损钢板

裂纹前沿的全寿命扩展纹线，图（a）和（b）分别为提取所得两条典型路径的裂纹扩

展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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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应力强度因子路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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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不同路径裂纹扩展对比

通过疲劳断口分析技术可以得到试件厚度方向上裂纹尺寸和大致的裂纹前沿纹

线。图 3-15 为疲劳试验后部分钢板缺口处断面，图中红色线条为后期根据细微扩展纹

线勾勒而成。由于纹线在扩展前期难以分辨，因此从现有纹线观察可得，无论是疲劳

试验测量还是扩展模拟，所得裂纹前沿的纹线大致呈圆弧形，随着裂纹持续扩展，圆

弧曲率逐渐变小，表明同一裂纹上应力强度因子差异性缩小，裂纹扩展速率趋于一致。

图 3-16 为 A3 试件的实测纹线与模拟扩展所得预测纹线的对比，红色为实际扩展

纹线，黑色为模拟所得纹线。可以明显看出黑色模拟纹线在扩展后期，一定程度上和

红色试验纹线吻合，同时对应的疲劳寿命也在一定范围内相近，也证明了基于 ANSYS

和 Franc3D 的裂纹模拟扩展的过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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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点路径 （b）边线路径

图 3-14 裂纹扩展纹线变化

（a）A 组（未加固 CFRP）

（b）B 组（CFRP 加固）

图 3-15 试件断面扩展纹线

图 3-16 A3 模拟扩展与试验断面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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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初裂纹特征影响效应

试验与模拟的对比分析均表明初始裂纹的数目、位置及形状均影响表面裂纹扩展。

同时初始裂纹的相关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疲劳问题的离散度，因此本节主要对这

些参数作重点分析。

3.5.1 裂纹形状

既有试验研究表明初始缺陷（包括裂纹、空腔等）对裂纹扩展及寿命存在影响。

为了评估裂纹形状的影响，本节模拟的初始裂纹以片状椭圆形裂纹为基础，其中 a,b

分别为椭圆的长轴与短轴长度（长轴沿钢板宽度方向，短轴沿钢板厚度方向），并研

究椭圆形裂纹轴比（即长轴与短轴之比）a/b>1,a/b<1 和 a/b=1 等多种情况的影响，如

图 3-17 所示。

图 3-17 裂纹形状示意

在沿钢板宽度方向上 a=1mm 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对轴比 a/b从 1/3 至 4 的多种情

况下的表面裂纹进行模拟，计算其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图 3-18 显示了裂纹前缘

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图 3-18（a）可以看出裂纹形状对初始应力强度因子有很大影

响，尤其是 a/b>0 时，裂纹前沿由大到小变化明显。图 3-18（b）为断裂前裂纹前缘应

力强度因子的分布，可以看出临界前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分布几乎相同，意味着最终裂

纹形状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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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初始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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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断裂前应力强度因子

图 3-18 裂纹形状对裂尖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图 3-19 为不同轴比 a/b下，模拟扩展的裂纹尺寸与寿命的关系曲线，图 3-20 评估

了裂纹形状对疲劳总寿命的影响，并将不同 a/b下的模拟寿命与试验寿命进行对比。结

果表明：初始裂纹形状对最终疲劳寿命有明显影响，对断裂时的裂纹尺寸则影响不大。

初始裂纹沿厚度方向上尺寸越大，疲劳寿命则越小，但最终断裂时裂纹尺寸几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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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裂纹形状对扩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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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裂纹形状对寿命的影响

图 3-21 对三种典型初始裂纹的扩展过程进行对比。如轴比 a/ b=2 的裂纹，早期在

厚度方向上的扩展速率明显大于沿宽度方向的扩展，而 a/ b=1/3 则刚好相反。而对于

圆形裂纹（a/ b=1），裂纹的扩展平衡沿着整个裂纹前缘，差异性较小。但随着裂纹持

续扩展，无论扩展初期所表现出裂纹形态的差异性有多大，最终裂纹前缘的变化性会

逐渐减弱，裂纹前缘趋于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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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不同初始裂纹形状扩展对比

3.5.2 裂纹位置

初始表面裂纹存在位置同样对疲劳扩展有一定影响，本节模拟三种典型位置的初

始裂纹扩展，分别为以下三处：

（1）预制于钢板对角处的片状圆形裂纹，厚度方向和宽度方向的尺寸均为 1mm；

（2）预制于钢板厚度中间且与对角处尺寸相同的半圆形裂纹，尺寸相同；

（3）相对于对角处初始裂纹位置，在宽度方向挪移 5mm，尺寸相同。

图 3-22 为三种不同位置的钢板初始裂纹示意，图 3-23 为初始表面裂纹扩展形状对

比示意，裂纹位于中间的 a 组在表面裂纹阶段厚度方向扩展较快，明显高于其余两组，

且该阶段寿命占总寿命 38%，低于 b 组的 61.2%，c 组 89%。而在穿透裂纹扩展阶段，

由图中可以看出三组裂纹前沿均趋于相似。

图 3-24 为三组初始表面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 K 值的分布，c 组由于位于侧边，

初始应力强度因子明显小于其余两组，a 组沿裂纹前缘两边的应力强度因子均大于中

间，表明扩展初期裂纹主要沿厚度方向向两边扩展。图 3-25 为三种位置的初始表面裂

纹的扩展全寿命曲线，c 组寿命明显高于其余两组，达到 38 万次左右，且大量寿命消

耗在表面裂纹扩展阶段，占比 89%，一进入穿透裂纹扩展阶段则迅速扩展至断裂。a、

b 两组疲劳扩展过程中受初始表面裂纹位置的影响相对较小，所预测的疲劳寿命相对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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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钢板裂纹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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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裂纹扩展形状对比 图 3-24 初始应力强度因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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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裂纹扩展 a-N 曲线对比

3.5.3 裂纹数目

试件在预制过程中可能出现不止一个缺陷的情况，而试件疲劳性能对这类初始缺

陷（包括裂纹、缺口以及组织缺陷）十分敏感，并且这类缺陷往往处于应力集中处，

容易成为疲劳裂纹扩展的源头。就仿真模拟而言，可考虑增加引入初始裂纹的数目，

从而模拟实际多裂纹的情况。双裂纹是其中一种典型的多裂纹扩展模式，在表面裂纹

的扩展阶段出现裂纹融合的现象，这对整体疲劳寿命也有一定影响。因此本节对典型

的双裂纹进行模拟扩展并研究裂纹数目对裂纹扩展行为和疲劳寿命的影响。

研究表明多裂纹的尺寸、位置、间距等因素对疲劳裂纹扩展有一定影响，因此，

为量化这些因素的具体效果，本节对五种情况进行计算分析，参数设置与预测寿命如

表 3-4 所示。S-0 为单裂纹对照组，S-1 至 S-5 分别为引入不同参数的初始裂纹扩展组，

其中裂纹尺寸包括双裂纹各自尺寸，以长短轴作为量度，裂纹间距为裂纹外侧前沿之

间距离，疲劳寿命结果包括扩展总寿命以及裂纹穿透钢板厚度的表面裂纹扩展阶段的

寿命占比 Ni/Nf。

图 3-26 为部分试件的裂纹扩展 a-N 曲线对比，从 S-0 与 S-1 对比可以看出，相同

尺寸下双裂纹扩展的疲劳寿命略低于单裂纹，所得裂纹扩展尺寸基本相同。而裂纹数

目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表面裂纹扩展阶段，单裂纹在贯穿钢板厚度过程中，消耗寿

命约为 6.5 万次，占总寿命 61.2%；而双裂纹在扩展初期两侧同时扩展，并在接触时发

生裂纹融合，因而在贯穿阶段寿命仅为 4 万余次，占总寿命约为 43%，而后在穿透扩

展阶段迅速扩展至断裂。

由 S-1、S-3、S-4 疲劳寿命曲线可以看出，双裂纹扩展模式中初始裂纹尺寸同样对

扩展影响较大，疲劳寿命有了明显的提升；由 S-1 和 S-2，S-4 和 S-5 对比可知双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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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较小时，两侧初始裂纹在表面裂纹扩展阶段迅速扩展并融合成一个裂纹，其 Ni/Nf

明显减小，同时疲劳总寿命也一定程度上减小，但总体而言相差不大。

图 3-27 为 S-1 和 S-2 的裂纹扩展形状对比示意，由图 3-27（a）可以看出双裂纹各

自优先向厚度方向扩展，在钢板中间发生裂纹融合，之后穿透钢板进入第二阶段扩展。

图 3-27（b）中 S-2 的初始裂纹间距较小，扩展至一定程度迅速融合成一个大裂纹，再

继续向厚度方向扩展，因而表面扩展阶段寿命和总疲劳寿命相较于 S-1 组较短。

表 3-4 双裂纹模拟组相关参数

编号
裂纹数

目
尺寸(包括长轴与短轴)（mm）

裂纹间距

(mm)

疲劳寿命 Nf

（次数）

表面裂纹扩

展阶段

Ni/Nf(%)

S-0 1 a=1,b=1 - 119067 61.2

S-1 2 a=1,b=1 a=1,b=1 8 102790 43.1

S-2 2 a=1,b=1 a=1,b=1 3 95916 39.6

S-3 2 a=0.5,b=0.5 a=1,b=1 8 111713 52.8

S-4 2 a=0.5,b=0.5 a=0.5,b=0.5 8 128253 54.6

S-5 2 a=0.5,b=0.5 a=0.5,b=0.5 3 116567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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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单双裂纹扩展 a-N 曲线对比

（a）S-1 （b）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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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裂纹扩展形状对比示意

3.6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和疲劳扩展软件 Franc3D 的交互使用，针对预应

力 CFRP 板加固受损钢板的疲劳试验进行，建立疲劳裂纹的扩展分析模型。应用所提

驱动力模型预测疲劳寿命，并与实测寿命和扩展纹线进行全面对比。同时对影响裂纹

扩展的相关参数如初始裂纹的形状、位置等进行敏感性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使用多种典型的驱动力模型进行模拟扩展并预测剩余寿命，通过与实测值对

比，双参数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能在应力比 R的任意范围内可以为钢板结构提供较

为准确的寿命预测。

（2）疲劳扩展模型预测寿命与实测寿命吻合良好，在疲劳扩展阶段寿命上符合试

验规律，即疲劳寿命大部分消耗在表面裂纹扩展阶段，也就是疲劳裂纹穿透钢板厚度

的过程中。模拟所得裂纹扩展纹线大致呈圆弧形，随着裂纹扩展圆弧曲率逐渐变小，

与试验所得裂纹扩展纹线基本相同，表明数值模拟方法与三维裂纹扩展结果具备合理

性和有效性。

（3）利用扩展分析模型对初始裂纹尺寸、位置、数目等进行参数分析。计算结果

表明：裂纹形状和位置为关键影响因素，初裂纹在裂尖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上有很大

差异，反应在表面裂纹扩展阶段的疲劳寿命及扩展纹线上，但随着裂纹持续扩展，裂

纹前缘总是趋于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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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预应力 CFRP 加固受损钢梁裂纹扩展分析

既有试验表明预应力的引入极为有效的发挥CFRP材料的强度性能，同时抑制旧裂

纹的扩展与新裂纹的萌生。在叶华文[43]对预应力CFRP板加固受损钢梁的研究中，提出

并验证了一种创新型机械锚固系统和相应的预应力技术，能在疲劳荷载作用下达到并

维持CFRP板的理想预应力水平，并使用无粘结预应力CFRP板加固技术对工字型钢梁

进行了疲劳试验。本章基于该试验建立无粘结预应力CFRP板加固的受损钢梁的实体裂

纹扩展模型，对如下内容进行探究：

（1）模拟初始损伤，完成裂纹的全寿命周期扩展模拟；

（2）对比常用驱动力模型，分析最适用于钢梁疲劳寿命预测的裂纹驱动力模型；

（3）对裂纹在钢梁底板和腹板的扩展行为分析。

4.1 试验设计与裂纹扩展模型

4.1.1 试验方案

本次模拟基于文献[43]中无粘结预应力CFRP板加固受损钢梁的四点弯曲疲劳试验，

建立扩展分析模型。试验使用的试件为标准热轧Q235钢梁，截面为H350×175×11×7，

而CFRP板则锚固在梁底部，距离梁底25 mm。表4-1列出了CFRP板和钢材的具体几何

参数与力学性质。在每个钢梁试件的跨中部分，受拉翼缘板的两侧被人为切成两个宽

为8mm的U型缺口，U型孔内半径r=4mm，以模拟实际钢梁中的初始损伤。图4-1为试验

的布置及缺口细节。

试验分为六组，包括未加固的受损钢梁S0作为对照，以及另外五根施加不同的有

效预应力水平CFRP板加固的钢梁，其中CFRP板的有效预应力水平分别为480MPa、

550MPa、600MPa、630MPa和900MPa，同时也作为钢梁试件编号。

表 4-1 材料几何尺寸与结构参数

材料 长度（mm） 宽度（mm） 厚度（mm） 材料性能

钢材 3000 175
翼缘 腹板 Es=210 GPa，vs=0.3，σs= 375

MPa11 7

CFRP 1650 100 2 Ec = 180 GPa，Sut = 2000 MPa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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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试验装置设置（单位：mm）

4.1.2 裂纹扩展分析模型

在受损钢梁的裂纹仿真模拟上，与受损钢板建模方法类似，钢梁和 CFRP 板的全

局模型采用实体单元 solid 95，能增加模拟的合理性与准确性。试验采用自行设计的

CFRP 板锚具与张拉系统，包括夹持型锚具和预应力施工固定装置，而建模中只需将

CFRP 板于钢梁底板处通过实体单元共节点的方式无粘结锚定，简化如千斤顶等相关装

置构造。同样，分配梁与加载装置在试验中主要对钢梁进行四点弯曲加载，因此建模

中对钢梁模型施加等效荷载，简化装置构造，保证实际模型结构受力与试验一致。

同时网格划分时优先考虑 CFRP 板部分与跨中裂纹扩展部分区域，厚度较小的位

置容易发生单元畸变，跨中部分区域由于后期每一步裂纹的扩展都会从尖端处重新细

微划分网格，因此跨中包括 8mm 宽的 U 型缺口处的区域需要单独切割，采用扫略划分

的方式划分规则单元，如图 4-2 所示，以保证后期该处初始裂纹的引入与顺利扩展。

钢梁实体模型长 3000mm，单元与节点数量较多，因而导致每一次的应力应变计算

处理将十分繁琐。因此在导入 Franc3D 的过程中，将网格重划分的区域切割为子模型，

并限定在跨中人造缺口处，约长 80mm 钢梁范围内，从而很大程度上的减小数据传送

与处理量，提高裂纹分析效率。由于人造缺口不可避免的会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损伤并

导致微小裂纹的萌生，且数目不定，但考虑模拟分析的局限性，无法同时对所有可能

存在的裂纹进行模拟，因此本次计算使用的初始裂纹与受损钢板模拟扩展相同，采用

最具典型性的椭圆形片状裂纹，其长短轴半径均为 1mm，并将该裂纹埋藏于底板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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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下方位置。

裂纹的自动扩展同样按上一章中模拟扩展的四步进行，首先应用最大周向应力准

则计算裂纹每一步扩展前沿的各个节点的局部扭转方向角θ。扩展模型选用 Paris 公式

来表征裂纹扩展尺寸与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并在后续扩展中计算疲劳寿命。再人为

指定应力强度因子中值上节点的每一步扩展距离，裂纹尚未穿透底板时，裂纹扩展速

率较慢，指定的中值扩展距离为 0.4mm。在从表面裂纹扩展为穿透裂纹后，中值扩展

距离调整为 1.2mm，以便于减少一定的计算量。最终在由底板和腹板同时扩展的过程

中，裂纹扩展速率较快，可根据扩展量以及前沿应力强度因子大小适当调整每一步扩

展的中值距离。

图 4-2 子模型与局部网格划分

4.2 驱动力模型对比分析

在对受损钢梁的裂纹模拟扩展中，同样选择以Paris公式作为裂纹寿命扩展预测模

型，但对于适用于钢梁的裂纹驱动力模型有待分析。本节同样应用3种典型驱动力模型

对不同预应力水平的试件（包括S0、S480、S550、S600）进行模拟裂纹扩展，并预测

疲劳寿命。其中包括单参数驱动力模型ΔK、双参数驱动力模型（ΔK+ Kmax）0.5和考虑

闭合效应的驱动力模型，最终对包括试验结果和应用三种预测模型在内的四条疲劳a-N

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如图4-3所示。

在模拟的各组中，参照组的S0应力比R＞0，其余预应力组应力比R均小于0。在R

＞0的情况下，预测寿命结果上偏大，其余各模型也有偏大或偏小；在大多数R<0的情

况下，即预应力水平较高的S550和S600，各类模型在寿命预测上相对保守，相较而言，

考虑到疲劳的离散性，考虑裂纹闭合效应的双参数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在应力比较

低的情况更能取得较为准确的寿命预测结果。因而在后续的模拟扩展中，选择适用于

钢梁疲劳寿命预测的ΔKeff
1-α Kmax

α作为裂纹驱动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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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550(R=-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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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a-N 曲线对比

4.3 疲劳裂纹扩展分析

4.3.1 裂纹扩展分析

位于跨中两侧的缺口往往会存在显著的应力集中效应，因此在缺口附近很容易萌

发疲劳裂纹。通过对实际钢梁试件的观察可以发现：钢梁两侧的缺口处尖端位置均萌

发裂纹，但在荷载的持续施加过程中只有其中一条不断扩展形成主裂纹，并沿底板与

腹板持续扩展；另一侧的裂纹同样会萌生并扩展，但其裂纹的扩展距离相对主裂纹而

言很短（小于底板厚），因此称之为次裂纹，如图4-4所示。由此可见，尽管存在多条

裂纹扩展的现象，但主裂纹仍然是主导裂纹扩展的关键，次裂纹基本上没有扩展行为，

因此本次模拟研究重点仍然集中于对主裂纹的扩展分析。

由于主裂纹与次裂纹的扩展行为不同，且次裂纹扩展较短，因此模拟扩展时则简

化次裂纹的影响。通过试验的观测，和对主裂纹的模拟，可以发现主裂纹会持续扩展

到底板和腹板，并且可以将整个扩展行为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为底板扩展阶段。自底板缺口处萌生的裂纹会不断扩展至腹板处，

该阶段裂纹扩展速率较为缓慢；

（2）第二阶段为裂纹在底板与腹板同时扩展的阶段。自底板与腹板接连处开始至

穿透腹板，之后各在底板与腹板形成单独的裂纹，最终形成双裂纹扩展模式，扩展速

率较快，裂纹迅速扩展至钢梁断裂。

图4-5为受损钢梁模拟扩展过程中，主裂纹扩展至第二阶段的局部示意图。图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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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扩展后，持续扩展至穿透腹板后，并在底板与腹板同时生成两

个新的裂纹前缘，分裂为两个新裂纹。其中绿色节点为模拟预测下一步的各个节点的

位置，蓝色线条为光顺化处理后拟合节点生成的新的裂纹前沿，形成双裂纹模式后，

两条裂纹各自沿腹板方向和底板方向扩展，后续以腹板裂纹和底板裂纹作为区别。

新裂纹前沿如图中蓝色曲线描绘，由于主裂纹在第一阶段从图中左侧往右侧扩展，

因而左侧的底板扩展阶段时，已经在腹板扩展一小段距离直至穿透腹板。所以腹板裂

纹前缘圆曲线弧度明显更大，图4-6为腹板裂纹应力强度因子沿裂纹前缘的路径图，直

观反应了腹板裂纹两端有显著的区别，表明两端裂纹前缘的扩展速率不同。而最终裂

纹扩展的趋势总是趋于平缓，与钢板裂纹扩展相似。

（a）裂纹扩展初期 （b）裂纹扩展末期

图4-4 钢梁疲劳裂纹示意

图 4-5 阶段扩展模拟示意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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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腹板裂纹裂尖应力强度因子

模拟扩展最终结束时，底板裂纹和腹板裂纹分别扩展了一定距离，同时裂纹前缘

的形态均近似曲率较大的圆弧，与图4-7中试验所测钢梁断裂的试件断口图接近。试验

中，所有试件中除S900外，其余试件裂纹均沿腹板向上扩展最终发生疲劳断裂。

表4-2为统计的各组试件试验断裂时裂纹尺寸，以及扩展模拟所得底板与腹板最终

裂纹尺寸。模拟所得裂纹尺寸，不论是底板上还是腹板上，会随预应力水平的增大而

增加。这是由于高预应力水平下，相同尺寸裂纹的裂尖应力强度因子更小，因此裂纹

尺寸会不断增加，但均小于试验尺寸，这与上一章中受损钢板模拟结果相似。试验中

底板裂纹尺寸基本随预应力水平增加而增加，但腹板裂纹随预应力水平增加而减小，

是由于预应力水平抑制了实际裂纹的扩展，同时也可能因为实际双裂纹扩展中裂纹相

互之间存在一定影响，并非完全同理论模拟一致。

表 4-2 钢梁疲劳裂纹尺寸

试件 破坏模式
试验裂纹尺寸（mm） 试验模拟裂纹尺寸（mm）

底板 腹板 底板 腹板

S0

完全断裂

155 65 117 28

S480 160 65 127 36

S550 165 59 131 40

S600 170 55 134 43

S630 164 28 136 45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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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S480 截面断口

4.3.2 裂纹寿命分析

表4-3统计了所有试件试验与模拟的疲劳总寿命以及各阶段寿命，一阶段为底板扩

展阶段，二阶段为底板与腹板同时扩展的阶段。

与受损钢板模拟扩展结果相同，本次钢梁裂纹扩展模拟疲劳寿命值偏于保守，均

小于实测值。在试验中，一阶段寿命占比基本超过85%，模拟所得的预测值在一阶段

的疲劳寿命基本占总疲劳寿命的95%以上。同时，由表统计可以发现，试验试件的一

阶段寿命占比一定程度上与所受预应力水平相关，预应力水平越高，裂纹在底板扩展

阶段消耗的总寿命越多，最高达95.8%。而模拟所得的阶段扩展与试验阶段扩展结果吻

合，总疲劳寿命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且无数量级上的差异，最小寿命误差仅为6%，

最大18%，图4-8显示实测值与预测值在疲劳总寿命与阶段性寿命的对比，表明模拟扩

展预测疲劳寿命的可靠性。

表 4-3 钢梁疲劳寿命

试件

试验疲

劳寿命

Nt/万次

模拟疲

劳寿命

Nf/万次

试验各阶段疲劳寿

命/万次

Nt1/Nt(%)

模拟各阶段疲劳

寿命/万次

Nf1/Nf(%)
一阶段

Nt1/万次

二阶段

Nt2/万次

一阶段

Nf1/万次

二阶段

Nf2/万

次

S0 27.2 25.4 24.0 3.2 88.2 24.9 0.6 98.0

S480 32.4 39.2 27.6 4.8 85.2 37.5 1.7 95.7

S550 67.8 53.8 61.7 6.1 91.0 52.2 1.6 97.0

S600 109.4 88.8 104.8 4.6 95.8 86.2 2.6 97.1

S630 87.3 91.5 82.4 4.9 94.4 88.3 3.2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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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预测值与实测值比较分析

图4-9（a）和（b）分别为试验和模拟扩展所得的疲劳荷载循环次数与裂纹长度关

系曲线，（c）到（f）为部分试件的实测与预测值对比。图中纵坐标裂纹长度为主裂纹

和次裂纹长度之和（含两缺口长度），横坐标为疲劳寿命，由图（a）和（b）可以看

出不同预应力水平下裂纹的扩展曲线明显不同，随着预应力水平的提高，疲劳寿命N

明显增加，可见预应力水平是提高加固试件疲劳寿命的关键因素。（c）到（f）的对比

表明，模拟的全扩展阶段a-N曲线与实测结果相对吻合，其中试件S0模拟曲线与试验曲

线十分接近，而施加预应力后的其它试件的预测值与实测曲线相对偏差较大，这表明

模拟扩展中预应力水平更大程度影响了预测寿命，导致预测寿命与实测值误差相对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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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a-N曲线对比

4.4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无粘结预应力 CFRP 板加固受损钢梁的四点弯曲疲劳试验，建立受损钢

梁的扩展分析模型，合理简化锚固装置，模拟初始损伤，并在等效疲劳荷载的作用下

进行裂纹的模拟扩展。同时应用多种裂纹驱动力模型进行寿命预测，分析裂纹扩展机

理，并得出以下结论：

（1）模拟扩展简化次裂纹的影响，对主裂纹扩展行为的模拟与试验基本一致。同

时比较了多种驱动力模型的寿命预测能力，并与实测寿命对比，在应力比 R＜0 的大多

数情况下，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能更为准确的预测钢梁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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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模拟与试验裂纹的扩展行为，将主裂纹在钢梁中的扩展分为两个阶段，

分别是单裂纹扩展和双裂纹扩展阶段。在底板上的单裂纹扩展阶段为裂纹主要扩展阶

段，所消耗疲劳寿命占总寿命 85%及以上；双裂纹扩展阶段裂纹迅速扩展至结构断裂，

裂纹尺寸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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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1）主要研究内容与成果

本文针对既有钢结构的疲劳损伤问题，总结疲劳裂纹扩展的一般规律与驱动机理。

同时分析碳纤维复合材料 CFRP 加固钢结构的研究现状，综述典型驱动力模型，推荐

适用于钢结构的裂纹扩展驱动力模型。通过 Franc3D 和 ANSYS 的交互应用，实现对预

应力 CFRP 板加固受损钢结构的裂纹扩展模拟与寿命预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通过对典型驱动力模型ΔK、ΔKeff、（ΔK+Kmax
0.5）、ΔKeff

1-α Kmax
α等从基本假

定、应用范围、考虑因素等进行全面的对比，发现单参数驱动力模型仅适用于裂尖附

近弹性变形控制的裂纹扩展，在高应力比条件很难有效预测疲劳寿命；双参数驱动力

模型同时考虑单调损伤与周期性损伤，但只适用于特定材料，缺乏普适性。驱动力模

型ΔKeff
1-α Kmax

α能更加准确的对钢结构进行疲劳寿命的预测。

（2）对预应力 CFRP 板加固受损钢板裂纹扩展行为模拟，应用常用驱动力模型进

行寿命预测并对比，发现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Kmax

α预测寿命更加准确，接近实测寿命，

同时在疲劳扩展阶段寿命上符合试验规律。整个扩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表面裂纹扩

展阶段和穿透裂纹扩展阶段，疲劳寿命大部分消耗在表面裂纹扩展阶段，裂纹扩展至

5mm 左右时，表面裂纹所消耗寿命占比约在 50%及以上，而裂纹尺寸却只有总长度的

10%左右。模拟所得裂纹扩展纹线大致呈圆弧形，随着裂纹扩展圆弧曲率逐渐变小，

与试验所得裂纹扩展纹线基本相同，表明数值模拟裂纹扩展具备合理性和可靠性。对

影响裂纹扩展的相关参数如初始裂纹形状（以椭圆长轴与短轴之比 a/b描述）、位置、

数目（双裂纹的尺寸、间距）等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初裂纹在裂尖应力强

度因子的变化上有很大差异，这一差异反应在表面裂纹扩展阶段的寿命及扩展路径上，

其中裂纹形状和位置为关键影响因素。

（3）对预应力 CFRP 板加固受损钢梁的裂纹扩展行为进行模拟，应用多种典型的

驱动力模型并预测剩余寿命，通过与实测寿命对比，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能在应力

比 R小于零的情况下为钢梁提供更为准确的剩余疲劳寿命预测。通过分析裂纹全过程

扩展行为，观察试件断裂面宏观形貌，将主裂纹在钢梁中的扩展分为两个阶段，分别

是单裂纹扩展阶段和双裂纹的同时扩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所消耗疲劳寿命占总寿命

85%及以上。模拟扩展简化次裂纹的影响，预测的裂纹尺寸与疲劳寿命与实测值在一

定误差范围内吻合良好。

（2）研究展望

本文推荐适用于钢结构在恒定振幅荷载作用下的裂纹驱动力模型ΔKeff
1-α Kmax

α，并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 54页

结合Franc3D和ANSYS交互平台对受损钢结构进行疲劳裂纹扩展模拟，将其应用在钢板

和钢梁等工程典型结构上。

然而，受损钢结构的疲劳问题受许多因素的复合影响，仍有部分问题值得进一步

的研究与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变幅加载的疲劳评估技术。本文的分析工作均是基于常幅加载条件，驱动力模

型能否准确描述实际裂纹在随机荷载作用的扩展行为还有待观察。如何在今后的模拟

扩展分析中准确的考虑荷载次序和幅值变化的影响，仍然有待继续研究。

(2)本文针对受损钢结构的疲劳寿命进行研究，但未计入裂纹萌生寿命，虽然这种

疲劳寿命的处理方式可以取得偏于安全的评估结果，但也可能造成一定的浪费。此外，

疲劳裂纹萌生寿命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分析模型尺度更微细化，仍需开展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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