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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分析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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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计算按压力容器接管区、开孔区和曲事影响区的表面裂纹应

力强度因于 K I ，给出一种改进的具有 1/4 边中节点三维等参奇异

元并证明了在裂纹垂直面上具有 r- lIZ 的奇异性，过渡元和由位移求

KJ 的方法也推广到三维问题中来.用上述奇异元和计算方法计算了

一个典型的 300MW 压水反应堆压力容器接管区内壁角裂纹在内压

下的 K I 并得到了三维光弹和散光试验验证。对同样设备的上法兰圆

弧过渡区的外壁表面裂纹在典型的核电站工况下作了工程断裂分析

和评定。



FRACTURE ANALYSES AND TEST OF REGIONS WITH

NOZZLE AND HOLE AND CURV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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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alculations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K J of surface crack in the regions

with n饵zle and hole and the curvature Difluence on nuclear v臼sel ， a improved 3-D

coDa阳d isoparametric singular element with quarter-points was pr配nted. The

inverse 呵回re r∞，t singularity in the vertical planes of crack was derived. The

methods of transitional element and calculating K I from displacements were exten

sively used in 3-D case. The SIF K I of the comer crack in inner waU of the nozzle

of RPV (reactor pressure ve醋。 for a typical 300 MW nuclear plant was calculat

ed , and it was verified by 3-D photo-elastic test and diffusion of light test. The en

gineering fractur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outside surfa四 erack in the circular

arc transitional region of the head flange of RPV are also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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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防止恢窑嚣部件的非廷诠舷坏己日益受到设计人员的重视.断裂力学的迅速发展使定

愤地对院压力容器作断裂评定成为可能.目前接替嚣断裂分析和评定的主要依据还是绞弹

咱哥裂力学.寻求 i 型应力强度因子 K. 仍是问题的关锺.

tt窑嚣接管区几何形状复杂.在内因角处寄一个高应为区.对该区的断裂分析和评定是

十分重要而又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一些著名的模容器规范{例如描ME(. 川至今也只能提

出对tt需作断裂分析相评定的要求丽未能黯英方搓、条件作出明确的想定.目前，用解析法

韦求得接管区内壁角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 ， 的精确麟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有限元法却是很

有坡的工具. 1971 年.Ra耐相Oilmlnf'Jm常应力四面体有限元和柔量法计算并首次公布

了内壁角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戴值.该文已成为 WRC8 17SC'J绘出的接管区应力强度因子

in?"公式的依据.后来又有作者用专门构造的奇异元计算了接管区的应力强度因子XUI.

If，?5 年.性晴ell:'] .1976 年.BaI'SOllllf"J提出了 1/4 边中节点奇异等参茄协法.由于该方法

构造句异元简便.使用的又是一艘结构力学程序的单元库中都有的等参单元.因而得到广泛

的应用. 1980 年.这个方法磕推广到有曲线裂纹前缉的三维情配肘，飞但方法白布可改进之

处.

本文给出了一种改进的具有 1/4 边中节点的三维等参奇异无.并证明了在所有裂纹垂

在丽上都具有.，-11t的奇异性.过夜语tJ和用 Williams 公却叫f算 K ， 的方法也被推广到三

维问题中来.用上述奇异元、过ill元和Williams 公式计算了一个有精确解的考题相典型的

300 MW H~水反应堆E力睿器接管区内壁角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并分别和精确解、实验的作

了比较.

在研究内壁角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I 值解的同时，也开展了试毡研究.三维光弹性冻结

句j片jJ;分析是一种比较成熟和有效的试验方法(Il l. 本文用三维光弹冻结切片对接管区内壁

的~纹应力强度因子作了试验分析.并和三维有限元计算值作了比较，另外，也开拓引用了

散光法试验研究.以此来校核三维光弹 1东结切片法的可靠性.

恢反应堆压力容器上法兰圆弧过波区由于曲率的变化和主螺栓的作用，将在该区域的

外堕产生一个高应力区，所以这个部位也是设计所关心的部位.本文给出了该区域在典型的

恢电站工况下进行断裂分析和评定的工程方法，该方法也可应用于其官非接管区的几何不

连续区城.

! 接管区内壁角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 ， 求解

I. 1 三维有限元方法

1. I. ] 奇异元的构成与奇异壳的证明

下而给出改进的具有 1/4 边中节点的三维等参元的构造方法及奇异性的证明.

不失一般性.在裂纹平而上，建立ο-x阳坐标系{图。.奇异元的一个面，设为具有节点

1-7一 19一 13 的丽，jf!化为 OX7， 面上的一条平面曲线.在下丽的分析中，该平而盹线将惯拟

妇纹曲线前绪.m元的中而平行于 ox!' 丽.单元的两个侧丽，垂直于 οXl:丽，单元的节点~

t;/;布满足 F歹'II'~求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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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z] =z口/z盹

z. = z.% =. It = ,.% = 0 马= ZIZ =n +c/2

Z.. = «r) + Z目 )/2) +. 'M - (fJ + '15)/2
Z帽= (.::. +.,,)/2

Z" = «Z5 + z,,)/2) +. '":;0 (如+ ,,,)/2

,·11 = (句+岛T)!2

,
,
'

0)

c

. ~

e

回 E 改造的奇异元及oxp;坐标.

单元节点坐标的真官要求同一姬的1/-1边中节点等参奇异元.

该单元奇异性的证明.在兰维等参 20节点块单元中g
n

Z= ~Nl(~巾。码

姐,= 2: N.(~ 巾.;>，. (2)

n

z = 2: N.(~巾。马

式(2)中形函黠 N'(~.'I.;)(i = 1.2.···.20) .表达式见文献[12].将.rj， .fa ..z.的值代入(2)

有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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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

[:r =io +阶叫- .;%>

i' 自古;川阳时〉

lz=(" +卡1+.;H· 亏胁。 +φ句，

币.=1- 咽+kO +(ρ

".=1fl 牛加

币)=加-加

1fl = 1~'P. + kll时，+以k1I，6. 一 1W.)

rp = 19rp: +缸S崎 + '1( k18"l - 111I电〉

k = :rd :r!

(3)

(4)



式(-I)中的 {I，.向.，的·快和 II， 见回 2(川、 (b)和(d】.

..ι ...

』

s

..
... .z

缸'

(41)

c

F

15

c.)

700
.

17

I~

! S
I /、、_t

I / >1

I '/2~芥句
Ib"""1" , -.

1..7...• (a)

回 2 困I:左囚的一些笛勘槐图

(1)

(6)

式(3)的第 1 式.表示了当~=μ- ]:0:王冬运])时.它在坐标系。'xrz里是一个通过裂纹前

结 i二--!:iJ'I1I垂直于ο'.l7.l'I'1一个平面.这个平面澜。'xr 的夹角为B(回 2(d】}且有2

rcB =一知H， (5)

在这个字丽里，建立链~标系um(回 J.2(c).2(d». (x，川和(r.e)之间关系倒下z

(zzaufH一
J=咽，词

将(6)ft入。}的第 1 式和第2 式得g

G户='1仰
占 = F(叨'时.~ρ】、f厅;- - ]

在阳坐际系 tirO.有z :=M高] ,)‘
&=一+-=-一r'r i1l

l,. =-~枫晶南，.=-一一+一-一r i1l'iJr r
.,. = "call +.嘱咐陆= - ....!Iinll + •.'WIII

式中g
" =，略目II + "",in II Iff... 咽nll+ 硝皿B

帽'..盹分别是 r ，fl 方向的位移• "， V 朝阳分别是r.J 相 z 方向的位移.

由文辙。2J有z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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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号巾(;)"

~..= ~N.(~品在h

l-... Ll\'.(~...(;)~

将(9).OO)ft入(8)并注重下述式子 z

!当=。虽=盖 ...0
14』 -a-a

i驰凶=些·主,» ae ,»

l旦旦过.&=也.主 4 虽在.~
ill ~"'a， JI

可得到z

(1 0)

(1)

(2)

(13)

仁('.(;)+创'.~)r-I
岛 = G,(..(;) + G'('.~)r-i

1'.. = c,(..(;) + Go('.在)r-I

式(12)中• (;.(11.<;).···.仇 {fI.<;) 部是'相古的确定画ft.自诙式可知.在用本文绘出的奇异元

里.在 4 为常数的平画上.即垂直于裂键的平面上，精裂纹顶点向外曲射线方向~ut垂直方

向的应变ι.r.澜』部:育所要求的，，-I 的奇异性.

I. 1.2 过擅元

裂纹~.辐奇异元的尺寸将影响计算的精度，奇异元太大.则计算误差太大 z反之，则不能

反映奇异性的范围.因此.提出了在奇异元和普通元之间设置过霞 xr·· ..1的债念.本文将过
If元的I!l企锥 f到三维情况.在本文绘出的主维奇异元的延伸区上拘透过霞元.构造方法初

中二奇异元类似.只是将 I/.f节点债文献。.f]的方法改为过渡节点.

由裂纹前缘附近位移场可求得应力强度因子 K ， .Will回阳公~ ..]披推广于三维情况

2略v 的高次项.取11=3 得=

I(, '=K. -..;饵A:o ."

I: ,' = 1:(1'(".11) - v(r. - 11»/(8(1 - r» • "/211/'
式中. ;也是常数 • I: 是弹性慢量. ..是泊松比.曲。 3)第 1 式可知.K ， 是 K.'-" 直线方嚣

的截矩.考虑到有限元本身的特点.本文采用是小二，自直线扭合法，从较多的位移数据中求

得 KJH1.

1.1.3 ~踵计算

nil:述奇异元、过搜元、Will阳阳公式相最小二第法计算一?倒题z无限大体中含一困

在纹(半径为II ).受远m离法向均匀拉伸(f主应力为，儿共计算了12 种尺寸.并橱"确解

( 1\., >作了比较(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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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I Il.ll.

j1.元相对民非 过霞元厦. •
，因. ' E 3 4

且 2 1.011St 1.011SD 1.011. J I

且 E 1.01740 1.01731 1.01nt 1.011割 /

毡 CIS 1.017U 1.01103 1.01_ L剑串肆 1.01_

由丧 l 可知.奇异元尺寸在0.崎.-0.2·Z圃，计算结果彼好.且尺才小曲结果略优于尺才

大的结果.过夜元的使m有利于计算精度的.离.

1.1..篝警匡肉量角噩锺应力量应因子K. 的计算

赞压力容器蟹管区结构厦杂《回3).

因 2 穰容器横管段结陶田

在内m作用下，接管区内堕圃I[处寄一个高应为区【叫.断裂分析的关键部位也在该处.

段取 1/·1 援啻栩栩连的1/12简体为it贯幌型{圆的.该院型竟金满足工程要求【II].在纵向

汩Il lfJi 1\αFJ二的援营内堕团弧处假设有一1"捏住前绩为圃弧的表面提纹.

用上述的奇舅元、过霞元以及普通的等参元构成三维宿限元计算模型{固的.费绞附近

的问恪示子回5.裂纹前缘附近第一层是55 个奇异元，第二、第三层是101 个过撞元，其余

WIJ J.J普通元.为了分析内堕圃弧半径R栩栩对型纹深度(_/t)对品的影响.共计算了12 只

限惯{袭2).汁JT-结果~H1i兑圄Ii.回6(a)表示了 12 只模型的(K，)_与裂续深度a的关系.

用们的N:示了 11 = 121 的幌蟹的 K ， 但情裂纹前缘以及随裂纹深度的变化规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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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F

回 4 萄眼元同恪 因 5 翻绞前缘附近的高跟元网'

寝 2 12R幢噩尺寸

确盟编号 内l!l\ll!.宇筐' 幅对哥拉部霞-/'

" 1/3

2 1/4

3 1/5

' III

s IZ冒 1/3

6 1/4

7 1/5

' III

' 160 1/3

10 1/4

II 1/5

12 II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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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D III 100 I IlI Ito

.c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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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

与 m

115

(a) 山，)-陪费建t¥1(的变化

回 s

(b) κ，话费搜前绵的变化

1.2 试蛙分精方法

确定复杂三维结构应力强度因子K，的试验方法中.三维光"性冻结切片法分析是比

较成鹦而有慧的方法.本试验主要来用这个方法对镀压力窑嚣内堕角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进行试验分析，并开拓引用散光法对横容器内堕角瞿纹K，的试验研究以技镀主维光弹

冻结切片法的结果.

光佛ft分析应力强度因于K，的原理何方法详见文融[16]. 该方法从分析搜往前缘附

近应力先回来调出K ，f!ι因为K ， 与裂纹前缘酣近的等重缉条纹级黠的变化率相应为主方

':'1相关.

通常确定应为强度国子K，的公式为z

K, -Uzt1..}; (1 4)

式中市为名义应为 fll 为裂纹的持征妖厦 ; a， 为形状因子，也是试验的目标 .fl.由试黯分

析求得后.就不«从(14)式求得 K ， 僵了.

革m~维先弹性冻结切片法分析.材料为环氧树脂.赣钳制具有良好的力学、光学性能

jf有冻结ft能i重由于线4略性分析，是主 ttl先弹性冻结切片法作应力分析的常用材料.

试验分忻是在两个懊咽 J.:进行的.每个幌型有 6 个摆啻，这些幢啻愤对你n.却句匀布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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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f正在嚣现辅相重贞的平面 f:.在每?艘营的纵向对你画上画割了不同探擅的在向圃盘形角

婴纹.在每?裂主主面上.沿裂主 Z酶'维做三?分析切片.I<l求得应力量度医子沿搜纺边界面的

分布蝇t..

切片采刚饥赋切片.它可以保证切片佳罩的正确.试量分析所雷耍的事插数据均源于试

驻中E撞抽血到的婴片上所提供的信息.为键商量蟹的来集精度.应为光固经倍蠕 3-5 倍

的处理使之条纹冒!J!.再加以十多倍的高保真.嘿片戴大 a同时用远数量微镜测这切片裂主立的

实际t是度.试验敏捷分析处理 it别采用了两仲不同的份析方法.并相互枝饭.两者相差仅

I ~ ~左右.

散光法分析.可不明切片.不破坏幌型.原则上是哥以不事结.可以连续反复分析任何一

兮所is分析的剖面.院哩材料的泊栓比役..援近钢材.困面对结果的蜂响也艘小.因此.用

散光法分析三维裂统体问题.存在着镜子船在切片蠢的式先弹性分析法之处.但目前尚存在

i干宴技术上的困难，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本~.先试量作为一次开拓性的试验.只是起

佼佼 t连三维光弹试黠革果的作用.

试验时.将随堕安置在具有相慌型"料相同街财事的撞缸中.用片光打入所需洒走的平

而川形成"光切片w.~届在与读‘光切片'平丽的法绞Iil.as-的方向上进行观察和1条纹自记

录.镜得到了散光南走法的试验fI据.然后再采用量分法来汁算应力强度因子.

本融光试验结果与兰维光弹，i艇在切片法分析结果相差<5Yo.

I_ :I工程方造

核压力在嚣艘啻内壁角裂纹在内压下的应为强度因子 K，的工程in，方法.目前采用

叽'K(1川 75吁:提出刻，为，咀ME(_)酣录G 所推荐的方法 z

X , = ". 、r写iiF(a!r.)

r. "'" r , + O. 29r.
式中 "."J.}壳体环内将应力. r. 为接管内在. r. 为接管内回角半径 .11 为裂纹深度 • F(fJ/'r.) 为

~n(罔1).

3

0. 5 缸'

阳 7 [fIttl1.试'电 .Itl;Ji;法求僻的f:戴 F的比If

1.4 计算.试..工幢方埠之间的比辑

主I了进行比役.将_...维有限冠it».的结果，主维光弹试验的结果.接公式(15)的形式it

10



(1 6)

ff相应的 F(a/时并画在国7 上.图 7 的实线为工程方法[2~的结果.虚线为三维光弹的结果E

.~+n号为三维有阻元的结果.由国可知，三维有限元的结果和三维光弹的结果十分吻合，而

两者的结果白为工程结果的0.79-0.82. 由此可见，工程方法的结果是偏保守的.

2 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上法兰圆弧过渡区应力强度因子K ， 的计算

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上法兰和封头的圆弧过渡区〈囡 8)由于曲率的变化和主螺栓的作

用.将在该区域的圆弧过渡区外壁产生-个离应力区，所以该区域一直是设计所关心的部

位e

回 8 镀反应堆压力容器上法兰圆弧过夜区结构图

该部位计贺!应力强度因子 K ， 的工程方法如下z

rK, =J.. -K'M 十 f" • K '" + f.. - K '00 + f. - K I.

|川 I. IMK ../rra/Q，啕

~ K I " = 111. .j;;Q泻。"

IK ,.. = }. lMK ../rra/Qσm

lK ， .=M" "，信7号fl.
式中向裂辑部度s

Q:盟性修E因子4

比 ，M川修正因子，与费纹相对深度(a/t)、裂纹形状系数(a/e) 有关[ll ， t 为截面厚度 ， C

为裂纹半，低度 s

'T酬， flK'山 ， f1b :分别为所分析截面上按 ASME( m)NB定义的截面一次平均应力、一次弯

曲应力、二次平均应力、二次弯曲应力 s

K'M ，K ，"， K'm.K ，. 分别为。M，侃，侃而产生的应力强庄园子 K ， I

f酬 ，f" ，f..，f. 分别为 K 'M ,K ,"o K ,...K I. 的安全系数.

11



(8)

(]9)

当 a/I = 1/4.a/" = 1/3 时.

o日式中的第二到第五式为z

(K2凡
K 1ft = lIf. l].

(1)
K ，.， =M川m

K ,• = M.吗

(1 1)式就是 ASME( II )附录 G 给出的法兰和邻近几何形状不连续区的应力强度因子

K ， 的计算公式.式中 g

M..= h1且乒 .JT
2.../Q

M-Af.JE J7.一--一0- , I t• 2 .J百 v -

计算后可知，凡= 2/3 J1fm 0

自核电站运行资料并经过热工水力计算可得到各工况下的冷却剂温度、压力、容器内外

哇与冷却剂和环地介质间的放项系数等参数随时间.空间而变化的曲线，将这些参数作为输

入数据.可求得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上法兰圆弧过渡区在上述各工况下的温度场、应力场o

假情况下，应力场计算采用有限元方法，所得到的截面应力是总应力.还必绩按照 ASME

(m)阳的定义并根据工程经验分解为截面一次平均应力、一段弯曲应力、二次平均应力、二

次弯曲应力。安全系如按工况类型及工程经验走出.

由计算可知.在圆弧过渡区外壁接近四弧中点处的经向应力为最大拉应力，按 ASME

( 11 )附录 G 要求，假设在该处有一个假想裂纹，宫是垂直于最大拉应力方向的尖锐表面裂

纹@裂纹市度与半长度之比 a/" = 1/3.裂拭深度 a 由下式确定 z

II = 25 mm t ~ 100 mm

/I = 1/4 100 mm < t < 300 mm

II = 75 mm t ~ 300 mm

当 K ， 按(1 6)式求得后， ell可按下式进行评定 z

K ， 运 K ,. (20)

KIM 为参考l自界应力强度因于，是所使用材料在工作温度下的K ， 最高允许值I K ， • 是

丁a作也度和材料的参考非酷性转变温度[rrPM 的函数，通常使用的核睿器钢材的K ， 目- (7'

一 /(/'NrJT曲纱见 ASME( 11)附录 G ，该曲线的近fIa解析解也在同处提供.

3 全市i吾

(I)给出了一种改进的具有 1/4 边中节点的主维等参奇异元和相应的过班元并将

Wiljiam'! 公式推广到三维问题中来，用最小二乘直线拙合法求得 K ， 值.由具有精确解的考

也tI贷结果表明.上述奇异元过搜元和叶剪 K. 的方法具有较好的精度自

(2) 由于一般常用的结构力学程序的单元库中都有三维等参 20 节点块单元，最小二乘

直线拟合法又是常用的方法.所以本文提出的奇异元过搜元及其计算方法具有较大的工程

实用性 F

(3)给出了t~ffi力容器接管内堕角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三维有限元计算分析结果.三维



光弹试验分析结果以及它们与工程方法的比较.比较表明.计算值与试验值十分吻合.工程

方法偏于保守z

w计算分析、试验分析的是一个典型的 300MW 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接管区.所得

的应力强度因子沿裂纹前缘的分布规律以及随深度的变化规律对同类型的核臣力容器有参

考意义z

(5)给出了核反应堆E力容器上法兰因弧过夜区应力强度因子 K. 的工程计算方法和

评定依据，方法简便.有一定的保守住，能满足工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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