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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缺陷安全衰减路径仿真的含埋藏裂纹
压力容器剩余寿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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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裂纹的扩展行为研究是压力容器剩余寿命预测的关键与基础，针对压力容器含埋藏裂纹的安全程度评价

问题，在埋藏裂纹的安全衰减路径仿真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预测埋藏裂纹剩余寿命的计算方法。首先通过对Paris
疲劳裂纹扩展公式进行迭代运算，建立裂纹长度和深度的几何关联变化模型，利用该关联模型在R6评价图上仿
真模拟埋藏裂纹缺陷的安全衰减路径轨迹，其路径轨迹表征的裂纹变化过程可分为埋藏裂纹阶段和表面裂纹阶
段。采用数字积分方法求解不同阶段的安全衰减路径的剩余轨迹线段，并以此为度量建立埋藏裂纹安全裕度的
计算模型，该计算模型能够给出裂纹缺陷在任何尺寸时对应的动态安全裕度，并以此来反应压力容器的安全程
度。通过建立压力容器裂纹缺陷的受力模型，利用有限元方法分别计算出裂纹特殊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并运用权
函数法，求出裂纹缺陷应力强度因子幅K的函数表达式；采用对Paris公式进行积分的方法求出疲劳循环次数N的
函数表达式，根据裂纹长度和深度的几何关联变化模型，采用分布积分的方法计算出埋藏裂纹的疲劳循环次数，
从而能够有效的对压力容器含埋藏裂纹的剩余寿命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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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sidual Life of Pressure Vessels with Immerged Cracks Based on
Defect Security Attenuation Path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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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crack propagation is the key and foundation of pressure vessels’ residual life prediction. In view of security assessment for pressure vessels with immerged cracks, based on the security attenuation path simulation, another calculation method is
put forward to predict the residual life. First of all, the iterative calculation based on Paris fatigue crack growth formula is conducted
to build the model of geometric correlation change in crack length and depth. Next, this correlation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security attenuation path track of immersed crack defects in R6 evaluation diagram. The immersed crack change represented by path
track can be divided into immersed crack phase and surface crack phase. Then the numerical integration method is adopted to get the
residual track segment of security attenuation path in different phases, and the calculation model of immersed crack safety margin is
built. This calculation model can show related dynamic safety margins for different sizes of crack defect, and reflect the safety degree
of pressure vessels. After building the mechanical model of pressure vessels’ crack defect,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f special crack
point in finite element method is calculated. And weight function method is adopted to get the function formula of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range K of crack defect. The function formula of fatigue circulation time N is calculate by Paris formula integral. Lastly,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geometric correlation change in crack length and depth, the fatigue circulation times of immersed cracks is calculated by means of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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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压力容器作为广泛应用的承压设备，是工
业生产、民生工程、国防军工等领域极为重要的基础
设施，也是重大安全事故高发频发的高危特种装置。
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压力容器破坏事
故中，有62.5%以上是由疲劳裂纹引起 [1] 。与其它裂
纹相比，埋藏裂纹因其先天性，后发性、隐蔽性、突显

1 疲劳裂纹扩展理论
裂纹在疲劳交变载荷作用下会发生裂纹形状变
化，描述裂纹形状发展路径的裂纹扩展速率模型对
于准确预测压力容器剩余寿命十分重要，其中应用
最广的是Paris公式 [8]：
da
= C(∆K)m
dN

性的特点，是压力容器最常见、危害最大的安全隐
患。然而，现有压力容器安全评定标准或准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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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D6493修订版—BS7910、英国R6《含缺陷结构完整

da
为裂纹扩展速率， a为裂纹的深度， N 应力循
dN
环次数，C 、 m为金属结构常数，与材料和工作环境有

性评定标准》、欧洲SINTAP《欧洲工业结构完整评

关，∆K 为应力强度因子幅。

当前的一些主流标准或准则，如API—579、BSI

式中，

定方法》等 [2– 3] ，对缺陷的评定只能给出“安全”或

Newman等 [9]假设表面裂纹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保

“不安全”的结论，不能回答缺陷的安全程度或剩余

持半椭圆形状，且只采用一对Paris疲劳裂纹扩展公

寿命问题。

式进行计算以确定半椭圆形状。基于这个假设，埋藏
[4–6]

裂纹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椭圆形状，其从原点可

提出基于安全裕度的剩余寿命预测方法，Chen等 [7]

剖分成两个半椭圆形状，类比于表面裂纹形式，同样

采用在R6评定图中引入切线来评估压力容器的安全

只采用一对Paris疲劳裂纹扩展公式进行计算以确定

性，还有不少学者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分析、设备检验

埋藏裂纹的椭圆形状。即表面裂纹和埋藏裂纹可采

RBI技术、应力强度分析、有限元分析等方法对此进

用同一对Paris疲劳裂纹扩展公式表示其裂纹深度尖

行了大量深入研究，但均未获得满意效果。

端和长度尖端与疲劳应力循环次数的关系，其数学

对于压力容器的剩余寿命研究，龙伟、宋恩奎等

过去的研究普遍采用在R6评定图中引入通过原
点至安全临界线的射线，或引入与安全临界的平行

表达式为：
da
= CA (∆KA )m
dN

（2）

验疲劳条件下，引入射线法和平行线法来评估裂纹

dc
= CC (∆KC )m
dN

（3）

缺陷安全程度的示例，其并不能反映裂纹缺陷真实

式中， c 为裂纹的长度。对于同一条裂纹，其材料和工

的变化趋势，无法对埋藏裂纹安全程度进行有效的

作环境相同，认为CA = CC。将式（2）和（3）进行迭代：
(
)m
da
∆KA
（4）
=
dc
∆KC

等分线来评估缺陷的安全程度 [4] 。如图1所示，在役
压力容器上的一个埋藏裂纹在模拟国防空气动力试

Kr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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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应力强度因子理论分别求取与裂纹深度和
长度有关的应力强度因子幅：
{
√
∆KA = Y∆σA πa ,
√
∆KC = Y∆σC πc

非安全区

式中， Y 为裂纹的形状系数， ∆σ 为裂纹处应力幅值。
把式（5）带入式（4）中，且当裂纹长度变化量为

安全区

∆c时，对应一个深度变化量∆a （即当∆a → 0, ∆c → 0），

截止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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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裂纹的长度和深度的 ∆σ 相同，即可得到裂纹长
度和深度的几何关联变化关系：
m

图1
Fig. 1

（5）

射线法和平行线法评估缺陷安全性的示例

Example of defect security assessment with radial
method and parallel method

为此，作者针对压力容器含埋藏裂纹安全程度
评价问题，建立埋藏裂纹缺陷真实的安全衰减路径
仿真，提出一种预测埋藏裂纹剩余寿命的新方法。

∆c/∆a = (ci /ai ) 2

（6）

式中，ai 和ci分别表示上一次裂纹的深度和长度。

2 安全衰减路径与安全裕度模型
以国标GB/T 19624—2004《在用含缺陷压力容
器安全评定》为依据，对含有埋藏裂纹缺陷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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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根据其相关参数，在R6评定图上生成一个评定
点。运用压力容器仿真平台建立缺陷的安全衰减路

和表征裂纹尺寸方法不一样，规则化后埋藏裂纹的

径仿真，即随着加载时间增加，裂纹的长度和深度根
据其几何关联变化关系，将裂纹变化过程中的每一
个裂纹尺寸在R6评定图中表示出来，得到由安全评

中 h是裂纹的实际深度；其次是因计算应力引起的裂

定点（Lr，Kr）沿着一条曲线由安全区逐渐向非安全区
靠近，如图2所示。

定图上形成了阶跃过程。

所用的裂纹构形因子的计算方式不同。所以在R6评
由 图 2所 示 ， 缺 陷 安 全 衰 减 路 径 的 点 都 是 离 散
有评定点求出，采用Lagrange插值法，进行曲线拟合，

1.0

分别求出埋藏裂纹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安全衰减路

0.8
Kr

纹深度和长度的尺寸方向裂纹尖端处应力强度因子

的、不连续的，不便于数学分析。因此把安全区的所

1.2

表面裂纹
(0.28, 0.66)

0.6

径曲线S 的函数表达式：

非安全区

S=

安全区

0.4

埋藏裂纹
(0.24, 0.28)

0.2

0

0.2

0.4

0.6

{

S1 ,
S2

（7）

式中， S 1表示第1阶段埋藏裂纹的衰减路径的函数关
截止线
0.8

1.0
Lr

1.2

1.4

系式， S 2 为第2阶段表面裂纹的衰减路径函数关系式。
1.6

1.8

2.0

缺陷安全衰减路径反映的是裂纹扩展情况在
R6图上的表现情况，将安全衰减路径从起始点到失

(a) 长度步长为0.2 mm

效点之间的距离，即反映的是裂纹的失效尺寸，把其

1.2

定义为安全裕度 A。安全裕度的引用是为了更好的描

1.0

述剩余寿命，反映含裂纹缺陷的金属结构的安全程
度，其计算公式为：

0.8
Kr

深度 a = h/2，而规则化后的表面裂纹的深度a = h ，其

表面裂纹
(0.28, 0.66)

0.6

非安全区

A = 1−

安全区

0.4

衰减路径起点到评定点间的长度。安全裕度 A=1时，

截止线
0

0.2

0.4

0.6

0.8

1.0
Lr

1.2

1.4

压力容器安全程度高；当 A越来越小时，压力容器安
1.6

1.8

2.0

(b) 长度步长为1 mm

图2
Fig. 2

（8）

式中， f总为衰减路径在安全区域内的总长度， f (x)为

埋藏裂纹
(0.24, 0.28)

0.2

f (x)
f总

裂纹安全衰减路径仿真图

Simulation chart of crack safety decay path

从理论上来说，安全衰减路径不仅能估计当前
裂纹尺寸的剩余寿命，对于曲线上任意一点的剩余
寿命都可以进行估算。由埋藏裂纹安全衰减路径仿
真（图2）可知，其中有两条线，一条是埋藏裂纹的安
全衰减路径，另一条是表面裂纹的安全衰减路径。对
于同一条埋藏裂纹来看，其裂纹表征变化过程可以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是以埋藏裂纹进行发
展，裂纹规则化后，按埋藏裂纹规则进行安全评价；
第2阶段是表面裂纹或穿透裂纹阶段，在不断的加载

全 程 度 越 来 越 低 ； 当 安 全 裕 度 A无 限 趋 向 于 0或
A =0时，通常认为压力容器已失效。

3 剩余寿命的计算
3.1 权函数法
目前，求取应力强度因子 K 的方法很多，其中利
用权函数来计算应力强度因子（见式（9）），能很好地
解决残余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问题。权函数法是求
解在任意载荷分布下，尤其是裂纹处的应力场分布
很复杂的情况下，是最为便捷和准确的一种。
wa
K = σ(x)m(a, x)dx
（9）
0

m(a, x) =

H ∂U(a, x)
K ∂a

（10）

情况下，埋藏裂纹将会向其他裂纹发展，成为表面裂

式中： a 为裂纹长度； x 为裂纹面上的位置； σ(x)为裂

纹或穿透裂纹，直到裂纹失效为止，这一阶段按表面

纹体假设无裂纹时在原裂纹处的应力分布； m(a, x)为

裂纹规则进行安全评价。

权函数； U 为对称载荷作用下裂纹面张开位移； H 为

埋藏裂纹第1阶段结束到第2阶段开始在评定图

材料常数，在各向同性材料中， H = E （平面应力）平

上（图2）是一个阶跃的过程。由于不同裂纹的规则化

面或 H = E/(1 − v2 )（平面应变）； E 和v 分别弹性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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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其中一般分布载荷展开成多项

N=

式为：

s
∑

Ni

（14）

1
n
∑

σ(x) = σ0

Sn xn

（11）

n=0

式中，σ0为工作压力， Sn 为二次项系数。
鉴于权函数法高效灵活、方便实用的特点，许多
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权函数确定方
法。典型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裂纹面张开位
移的权函数法（以WXR权函数法为代表），另一种是
通用权函数法 [10–12]。文中采用通用权函数法，通用权
函数法直接假设权函数的一般特性，避开2维平面裂
纹面上张开位移的复杂性，其表达式 [11]：
∑
2
x
m(a, x) = √
C j (1 − ) j/2
a
2π(a − x) j=1

式中， s 为重复次数，由裂纹尺寸的变化量有关。若
s 的值越大，则表示裂纹的分步越多，那么求取的裂
纹剩余寿命的精度也就越高，同时计算量也越大；相
反，若 s 的值较小，则表示裂纹的分步较少，误差较
大。因此，合理的尺寸变化量，才能在保证精度的情
况下减少计算量。

4 结

论

给出了关于压力容器含埋藏裂纹的安全裕度和
剩余寿命的计算方法，能够有效的表示压力容器的
安全程度，预测埋藏裂纹的剩余寿命。

3

（12）

1）利用Paris公式的迭代处理，当长度和深度变
化量足够小时，可得到关于埋藏裂纹的长度和深度
几何关联变化模型，并通过其变化模型在R6评定图

式中：C j 为待定参数， j =1、2、3。
埋藏裂纹中，根据上文提出的缺陷安全衰减路
径和裂纹长度、深度几何关系变化模型，可以获得埋
藏裂纹初始状态的评定点尺寸，第二阶段表面裂纹
的初始评定点尺寸，失效临界尺寸，通过有限元分
析，可分别获得三点的应力强度因子 K 及其应力分布
状态 σ(x)，将其带入式（9）～（12），可联立求解出待
定参数C j。即得此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 K 的函数表达式。
3.2 剩余寿命计算

上建立埋藏裂纹的安全衰减路径仿真图，能够准确、
有效地反应埋藏裂纹的扩展情况。基于裂纹的安全
衰减路径轨迹可以在理论上给出裂纹缺陷在任何尺
寸时对应的动态安全裕度，反应压力容器的安全程度。
2）运用裂纹扩展规律和安全衰减路径轨迹，通
过权函数和Paris分步积分的方法，建立起含埋藏裂
纹压力容器的剩余寿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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