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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 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动态扩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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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CNG 储气瓶面临潜在的物理爆炸风险，为研究其物理爆炸时裂纹动态扩展特性，基于热黏塑
性本构模型、J-C 失效准则及罚函数接触算法，
构建了 CNG 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动态扩展流固耦合
数值分析模型，研究了储气瓶裂纹扩展特征和内部高压天然气泄放规律。结果表明：储气瓶物理爆
炸时裂纹倾向于沿轴向扩展，速度高达 200~300 m/s，且呈现渐进式扩展的特征，但并无某一主导频
率；高压天然气快速泄放产生的反作用力会导致储气瓶发生轴向弯曲变形；裂纹扩展结束时储气瓶
两端仍具有较高内压，储气瓶裂纹扩展能量仅由部分气体压缩能提供。研究结果对储气瓶物理爆炸
事故分析与反演具有积极意义。（图 17，表 1，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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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rack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NG tanks during
physical expl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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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NG tanks have the potential risk of physical explos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dynamic crack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NG tanks during physical explosion, a numerical analysis model of fluid-solid coupling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thermo-visco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J-C failure criterion and penalty method contact algorithm. In this
way, the crack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NG tanks and the release rules of high-pressure natural ga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nk cracks tend to propagate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under physical explosion at a speed up to
200 m/s to 300 m/s, and the crack propagation is incremental without any dominant frequency. Besides, the reaction force
generated by the rapid release of high-pressure natural gas can lead to the axial bending deformation of tanks. Moreover, the
two ends of tanks are still under high internal pressure when crack propagation ends, and the energy of crack propagation is
only provided by partial compressed natural gas. Gener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analysis and
inversion of the physical explosion accident of CNG tanks. (17 Figures, 1 Table, 19 References)
Key words: CNG tanks, physical explosion, crack propagation, fluid-solid coupling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天然气

性，因此 CNG 储气瓶具有发生泄漏燃爆事故的安全

因其绿色环保、经济实惠、安全可靠等特点逐渐被广

隐患[1-2]。掌握 CNG 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扩展行为特

泛关注和使用。储气瓶作为最常见的天然气储存容

征和罐内天然气流动特性，对 CNG 储气瓶的安全使

器，罐内的天然气通常以高压的形式储存。由于 CNG

用和泄放燃爆事故后果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储气瓶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且天然气具有易燃易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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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扩展是一个高度瞬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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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采用实验方法难以精确分析裂纹扩展历程，因此

封头及其与圆柱壳体过渡段的扩展特征不在研究范围

在该领域数值模拟方法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Aleksi

之内，因此所建立的数值模型为简化模型，其由储气瓶

[3-4]

等

将二维有限元分析方法运用于准静态压力下的

圆柱形壳体、内部高压天然气及外部空气 3 部分组成。

裂纹扩展数值模拟，该方法对数值分析模型进行了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CNG 储气瓶由于材料、加工制造

二维简化，因此无法用于三维的裂纹扩展数值模拟。

过程等因素可能会引入局部缺陷，也可能由于机械碰

[5-6]

Benamara 等

采用节点释放法进行管道裂纹扩展

撞或人为因素造成外部划伤。因此，在储气瓶体中心

的数值模拟，分析管道的裂纹尖端张开角（Crack Tip

处引入初始缺陷，用来模拟储气瓶力学性能薄弱部位，

Opening Ange，CTOA）变化，讨论 CTOA 与裂纹扩展

达到控制裂纹萌生位置的目的（图 2）。罐体结构采用

阻力、裂纹扩展长度、管内压力等的关系，该方法进行

8 节点六面体单元进行划分[12]，罐体划分为两层拉格

数值模拟需要提前设定裂纹路径，且裂纹路径需要实

朗日网格，内部高压天然气和外部空气划分为欧拉网

验验证。Xu 等

[7-11]

通过对内壁面施加压力边界条件，

格。为保证计算的精度，对裂纹可能经过的区域进行

以此代替内部准静态/爆炸载荷，从而分析压力容器的

网格细化[13]，网格尺寸控制在 3~5 mm，数值分析模

应力分布与动态断裂行为，但该方法忽略了高压流体

型共离散约 1.5×106 个单元。圆柱形壳体两端施加固

与管壁间的流固耦合作用。

定边界条件，空气域外侧施加无反射边界条件，储气瓶

虽然上述研究解决了裂纹的三维仿真、裂纹路径

两端出口施加壁面边界条件。

设定等问题，但普遍忽略了裂纹扩展过程中高压流体
与容器壁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针对此问题，基于热
黏塑性本构模型、J-C 失效准则及罚函数接触算法，构
建了 CNG 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动态扩展流固耦合数
值分析模型，分析含初始缺陷的 CNG 储气瓶物理爆

（a）有限元模型

炸裂纹动态扩展行为及高压天然气泄放规律。

1

模型建立

1.1

几何模型
（b）初始缺陷

研究对象为容积 2 m3、工作压力 25 MPa 的 CNG
储气瓶（图 1，图中 R 为瓶体端部曲率半径），主要由圆
柱壳体和两端封头组成，圆柱壳体材料为 4130X 钢。
罐内的高压气体为天然气（主要成分为 CH4），在标准
状态（0.101 MPa、20℃）下的密度为 0.668 kg/m3。

（c）A-A 截面
图2

含初始缺陷的 CNG 储气瓶网格划分模型图

由于 储 气 瓶 物 理 爆 炸 时 裂 纹 扩 展 速 率 可 高 达
100 m/s，因此，裂尖前方材料加载应变率较高，材料力
学性能受应变硬化、
应变率硬化及温度软化效应的共同
影响。基于此，
采用 J-C 本构模型[14]描述罐体材料的应
力应变关系：
图1

2 m3 的 CNG 储气瓶几何模型结构示意图（mm）

1.2

数值模型

1.2.1

模型建立

主要研究裂纹在圆柱壳体上的扩展特征，裂纹在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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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A ＋B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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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1

m

（1）
T 2－T 1
式中：σ 为材料等效应力，MPa；ε－ 为材料等效塑性应
变；ε *为 无 量 纲 等 效 塑 性 应 变 率；T 为 环 境 温 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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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T 2 分别为材料的参考温度、融化温度，K；A 、B 为

p b=

材料待定参数，MPa；C 、n 、m 为材料待定参数。
采用单元删除法（Element Deletion，ED）结合 J-C
[15]

可实现裂纹扩展过程的模拟，J-C 失效准

失效准则

3

σ s 2－

σs
lnK
σb

（4）

式中：p b 为爆破压力，MPa；K 为容器内外径之比；σ s、

σ b 分别为材料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MPa。
根据式（4）可计算得到该储气瓶的爆破压力为

则中对失效应变的定义为：
（1＋D 4lnε *）1＋D 5
ε f =［D 1＋D 2exp（D 3σ *）］

T －T 1

93.37 MPa。由于模型中引入了初始缺陷，储气瓶爆破

T 2－T 1

压力会有所下降，因此，爆破压力设置为初始爆破压力

（2）
f

2

式中：ε 为失效应变；σ 为无量纲应力比；D 1、D 2、D 3、
*

的 90％，即 85 MPa。
1.2.2

D 4、D 5 均为待定参数。

模型求解
为解决伴随极端变形与断裂的流固耦合问题，采

根据参考文献 [14]，可得到材料的本构模型参

用侵入边界法（Immersed Boundary Method，IBM）将

数和损伤参数（表 1）。其中，在物理爆炸裂纹扩展

流体（天然气、空气）与固体（储气瓶）进行耦合。该方

过程中，储气瓶前后温差较小，由温度造成的材料性

法中固体对应的拉格朗日网格层叠于用于流体流动的

能变化较低，故不考虑温度导致的材料力学性能变

欧拉网格之上，其中拉格朗日网格为欧拉网格内的流

化，即 D 5=0。

体提供几何边界，欧拉网格内流体则为拉格朗日网格

表1

提供压力边界条件。

储气瓶 4130X 钢材料参数表

密度/
(kg · m-3)
3
7.85×10

杨氏模量/
GPa
211

A /MPa

采用罚函数法[17]计算流体与固体之间的接触力，

0.279

屈服强度/
MPa
785

抗拉强度/
MPa
930

B /MPa

C

n

m

与固体之间的接触力，解决了由于流体与固体间密度、

792

51

0.26

0.147

1.03

刚度相差较大引起的穿透、泄漏、计算不稳定等耦合模

D1

D2

D3

D4

D5

拟问题。

-0.752

1.45

-0.47

-0.04

0

泊松比

接触力与接触刚度、接触深度成正比。通过施加流体

目前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扩展的相关实验较为缺

罐内高压天然气和外部空气均采用无黏性理想气

乏，难以直接进行仿真验证，但上述热黏塑性本构模型

体方程描述，并假设高压天然气泄漏为等熵绝热的过

以及流固耦合算法已用于爆炸载荷下管道裂纹扩展模

程，其表达式为：

拟中[18-19]，并结合实验进行了验证，说明了相关模型、

p =（γ －1）
ρe

（3）

算法的准确性。

式中：p 为定点处的压力，MPa；γ 为气体的绝热指数；

ρ 为气体的质量密度，kg/m3；e 为定点处的能量密度，
J/kg。
初始空气、
天然气的密度分别为 1.29×10-3 g/cm3、
-2

5.603×10

3

g/cm ，空 气、天 然 气 的 多 方 指 数 分 别 为

2

临近爆破压力储气瓶裂纹扩展特性
采用上述模型，模拟得到了临近爆破压力下 3 种

含初始缺陷储气瓶泄放不同时刻时的裂纹扩展历程
云图（图 3~图 5）。可见，在临近爆破压力下，环向

1.4、1.314。
为了研究储气瓶可能的裂纹扩展行为，在储气瓶

缺陷处虽然会发生等效应变集中，但不会出现裂纹

有限元模型中引入初始缺陷以达到控制裂纹萌生位

扩展；
含轴向缺陷和含十字形缺陷的储气瓶，其裂纹

置的目的。初始缺陷的尺寸根据气瓶实际服役条件

会沿着轴向方向起裂、扩展，裂纹扩展行为、等效应

和环境来确定，主要考虑气瓶外部机械划伤造成的缺

变分布呈现对称的特点，等效应变主要集中于裂纹

陷，大小根据工程经验确定为长 30.0 cm、宽 1.0 cm、深

两侧。由于模型的裂纹扩展行为具有对称的特点，

11.92 cm（1/2 壁厚），位置设定在气瓶中部外表面，分

通过对比含轴向缺陷与含十字形缺陷储气瓶裂纹扩

为轴向、环向、十字形 3 种形状。针对形状完好、材质

展长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图 6）可知，含轴向缺陷与

[16]

均匀的储气瓶，可用福贝尔公式
破压力，其表达式为：

计算该储气瓶的爆

含十字形缺陷的储气瓶的裂纹扩展行为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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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泄放 0 ms 时

（b）泄放 3 ms 时

（c）泄放 6 ms 时
图6

（d）泄放 9 ms 时

含轴向缺陷和十字形缺陷储气瓶裂纹扩展长度随时间的
变化对比图

采用上述模型，模拟得到泄放 10 ms 时含环向缺
陷储气瓶罐体形变量分布云图（图 7）及环向缺陷处环
向应力、
轴向应力分布云图（图 8）
。可见，
在泄放 10 ms

（e）泄放 10 ms 时
图3

临近爆破压力下泄放不同时刻含轴向缺陷储气瓶裂纹
扩展历程云图

时具有环向缺陷的罐体发生了整体膨胀，
但未出现裂纹
扩展行为，在环向缺陷处出现了最大形变量，且形变量
呈现由缺陷处向两端递减的特征，
与罐体的等效应变分
布有良好的对应（图 7）
。在内压作用下，
储气瓶环向缺

（a）泄放 0 ms 时

陷处的轴向应力远小于环向应力（图 8）
。因此，
可认为

（b）泄放 3 ms 时

（c）泄放 6 ms 时

图7

泄放 10 ms 时含环向缺陷储气瓶罐体形变量分布云图

（d）泄放 9 ms 时

（e）泄放 10 ms 时
图4

临近爆破压力下泄放不同时刻含十字形缺陷储气瓶裂纹
扩展历程云图
（a）环向应力
（a）泄放 0 ms 时

（b）泄放 10 ms 时正面图

（c）泄放 10 ms 时背面图
图5

1184

临近爆破压力下泄放不同时刻含环向缺陷储气瓶裂纹
扩展历程云图
yqcy.paperopen.com

（b）轴向应力
图8

泄放 10 ms 时含环向缺陷储气瓶环向缺陷处不同应力
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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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应力较低，
导致储气瓶对环向缺陷并不敏感。

3

（a）泄放 6 ms 时

储气瓶裂纹全周期扩展特性
临近爆破压力下气瓶裂纹扩展至端部后仍未停

（b）泄放 11 ms 时

止，为研究气瓶裂纹的全周期扩展特性，需降低气瓶内
部的加载压力。根据试算，在上述确定的初始缺陷尺
寸下，气瓶内压为 28~32 MPa 时可以获得裂纹的全
周期扩展过程。
3.1

（c）泄放 16 ms 时

裂纹扩展行为
采 用 上 述 模 型，模 拟 得 到 内 压 分 别 为 28 MPa、

30 MPa、
32 MPa 下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扩展历程云图

（d）泄放 21 ms 时

（图 9~图 11）。可见，在高压天然气的作用下裂纹始
（e）泄放 25 ms 时侧面图

（a）泄放 4 ms 时
图 11

32 MPa 内压下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扩展历程云图

终沿轴向扩展直至停止，并且储气瓶发生较明显的弯
（b）泄放 9 ms 时

曲变形。这是由于高压天然气的快速泄放，在储气瓶
中部形成了垂直于储气瓶轴向的反作用力，该作用力
会导致储气瓶端部形成较大弯矩，从而在储气瓶两端

（c）泄放 14 ms 时

形成较大的应变。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储气瓶材料力
学性能分布不均或结构缺陷，CNG 储气瓶的裂纹扩展
可能会出现弯折。

（d）泄放 19 ms 时

3.2

裂纹渐进式扩展
通过对比 28 MPa、30 MPa、32 MPa 内压作用下储

（e）泄放 25 ms 时侧面图
图9

28 MPa 内压下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扩展历程云图

气瓶罐体的裂纹扩展长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图 12）
可知，裂纹经历了加速-高速-减速直至停止的过程，其
中高速扩展阶段为裂纹扩展的主要阶段，该阶段的裂

（a）泄放 5 ms 时

纹扩展平均速度为 200~300 m/s。进一步在微秒尺度
上解析裂纹扩展长度-时间历程发现，裂纹扩展过程中
长度的增加呈现渐进特性。

（b）泄放 10 ms 时

（c）泄放 15 ms 时

（d）泄放 20 ms 时
图 12
（e）泄放 25 ms 时侧面图
图 10

30 MPa 内压下储气瓶物理爆炸裂纹扩展历程云图

不同内压作用下储气瓶瓶体的裂纹扩展长度随时间的
变化对比图

为分析裂纹渐进式扩展特性，对图 12 数据进行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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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分 处 理，获 得 裂 纹 扩 展 速 率（图 13）。 可 见，裂 纹

到裂纹速率震荡的频率图（图 14）。可见，与内部化学

扩展速率在整个过程中高度震荡，裂纹扩散速率震

爆炸载荷下裂纹速率震荡具有某一主导频率[19]不同，

荡曲线划分为 3 段，分别对应了裂纹扩展的加速、高

静压载荷作用下的裂纹速率震荡的频率中未出现明显

速、减速阶段；
同时，随着内压的增加，裂纹扩展的加

的峰值，即速率震荡无主导频率，不具有明显的规则性

速阶段持续时间减小。这是由于初始内压增加，裂

特征。对此可能的解释为：
由于内部高压天然气泄放

纹端部应力强度因子增大，促使裂纹扩展更早进入

使罐内载荷变化，载荷迅速变化导致储气瓶发生振动，

高速阶段。

使裂纹速率高度震荡；
因为裂纹的不断扩展导致储气

为进一步分析裂纹扩展速率的高度震荡特性，对
裂纹扩展速率历程曲线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从而得

（a）内压 28 MPa

导频率。

（b）内压 30 MPa
图 13

（b）内压 30 MPa
图 14

（c）内压 32 MPa

不同内压作用下储气瓶裂纹扩展速率历程曲线

（a）内压 28 MPa

4

瓶振动频率不断发生变化，故裂纹速率震荡无某一主

（c）内压 32 MPa

不同内压作用下储气瓶裂纹速率震荡的频率图

储气瓶内天然气泄放及压力变化

泄放，裂纹尖端前的天然气压力迅速下降，裂纹尖端后
的天然气压力近似呈线性衰减，当裂纹扩展进入减速

通过上述模型，模拟得到初始内压 28 MPa 的高压
天然气泄放早期与储气瓶的流固耦合过程图（图 15）
。

阶段后，裂纹尖端后的压力迅速衰减。
通过上述模型，模拟得到不同初始内压下 CNG 储

可见，高压天然气通过贯穿裂纹开始向外泄放，迅速覆

气瓶末端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 17）
。可见，
罐内天

盖初始裂纹并沿着罐体外壁蔓延，
天然气的泄放具有方

然气在模拟开始时会发生膨胀，
被储气瓶壁面反射产生

向性，
在垂直于轴向的方向上泄放速度明显大于其他方

压力波，随后该压力波会在储气瓶内部发生多次反射，

向。在罐内高压天然气的作用下，
初始裂纹发生明显形

导致所捕获的储气瓶末端压力为振荡的（图 17）
。对压

变，初始裂纹的张开加速了罐内高压天然气外泄，高压

力曲线进行平滑处理，
可见储气瓶末端的压力以一个较

天然气的加速释放也进一步加剧了裂纹的扩展。

低的速度平稳衰减，
随后罐端压力衰减速度经历了先增

通过上述模型，模拟得到初始内压为 28 MPa 的

加后减小的过程。这是由于初期缺陷破口面积有限，
且

CNG 储气瓶发生物理爆炸时压力变化历程（图 16）。

裂纹尖端与储气瓶末端距离较远。值得注意的是，
裂纹

可见，由于瓶内压缩天然气不断从储气瓶破口处向外

达到最大长度时，储气瓶末端仍然具有较高的压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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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泄放 0 ms 时

（b）泄放 0.3 ms 时

（c）泄放 0.6 ms 时

（d）泄放 0.9 ms 时

（e）泄放 1.2 ms 时

（f）泄放 1.5 ms 时

图 15

初始内压为 28 MPa 的高压天然气泄放早期与储气瓶的流固耦合过程图

形，且两端会形成较大应变。储气瓶物理爆炸的裂纹
（a）泄放 3 ms 时

扩展速度高达 200~300 m/s，且其扩展呈现渐进式增
长特性，这可能是由储气瓶结构振动引起的。因裂纹

（b）泄放 6 ms 时

扩展使储气瓶结构形式发生变化，相应结构振动频率
也不断发生变化，导致裂纹的渐进式扩展不具有某一
主导频率，这是区别于内爆炸下裂纹扩展的重要特征。

（c）泄放 9 ms 时

储气瓶物理爆炸过程中，裂纹尖端后方压力快速衰减，
裂纹尖端前方的压力近似线性衰减，压力衰减过程与

（d）泄放 12 ms 时
图 16

初始内压为 28 MPa 的 CNG 储气瓶发生物理爆炸时
压力变化历程云图

裂纹扩展过程高度耦合；
当裂纹扩展结束时，储气瓶末
端的天然气压力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仅有部分天然气
压缩能提供了储气瓶裂纹扩展所需的能量。
模拟结果为分析 CNG 储气瓶物理爆炸提供了新
认识，因此储气瓶在运行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引入轴向
外表面缺陷。对于意外发生爆炸的储气瓶，可根据断
面是否具有规律的阶梯状痕迹来判断气瓶爆炸的类
型，即确定其是物理爆炸或是化学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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