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电介质的损伤与断裂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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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简介作者们在下列几个方面的近期研究成果:(D压电材料裂纹尖端的奇异场:

(2)异质压电材料的斜交界面裂纹的解;(3)热压电介质内有限长裂纹的解析解，(4)含不

同形状孔洞的热压电固体的孔洞附近的应力集中;(5)微裂纹损伤压电介质的力学与热学性

能的预估:(6)压电材料动力学行为的研究.文末，对压电材料的损伤与断裂的研究前沿作

了评述。

引言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智能器件和结构广泛应用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航
天高技术等领域，日益显示其巨大优越性和发展势头。当压电介质发生机械变形时将产生
电场:而当其承受电场作用时会产生机械变形。这种独特的力电祸合性质使压电介质广泛
应用于先进智能结构的设计中。在压电介质服役中，当受到力一电载荷时，制造过程产生
的缺陷将引起性能的劣化直至失效，导致结构功能的降低与可靠性下降。此外，目前关于
压电复合材料的研制与应用，正日益成为信息材料与智能结构研究的一个热点。对此类材
料建立正确的力学模型，研究其破坏行为及其与复合材料的结构设计的关系，就很有必要。
    关于压电材料的损伤、断裂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作者Ol己作了简介与述评。本文将

介绍作者们近年在压电材料的断裂、损伤与动态断裂方面的部分研究工作，文末对其研究
与发展作一简要评述。

2压电介质断裂力学行为的研究

2. 1压电介质裂纹尖端的奇异场121

    压电介质的力学分析的特点是其力学场量(应力。，应变‘.位移u)与电学场量 (电
场强度 E，电势0，电位移D)及热学场量(温度s，热流9)相祸合于封闭的力一电一热
场方程中，因而求解存在很大的困难。文121将场量进行渐进展开，其中记rid代表6;ij ( i, J=1,
2, 3)和D, (J=4, i=1, 2, 3)，利用Stroh方法在裂纹面自由与无电荷作用情况下，对不
同的重根情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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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13]进一步研究了热压电材料的裂纹尖端奇异性，利用富氏变换和Stroh理论，得到

一类奇异场II仍- O(r-1" In' r) (1=1,2,3,4)，对界面裂纹情形，其重根
氏=-Ill 1 is,-112 1 x，e,动实数。

2. 2以一任意角a斜交于异质压电介质界面的平面裂纹的封闭解141

    文[3l讨论如图1所示的不同介质组成的
界面，有一长度为2a的裂纹斜交于该界面。
在裂纹面上作用面力矢量t(s)。由界面位移
与应力连续和裂纹面应力及无限远处位移

为零的边界条件与连接条件，引入Z=X,+ix2
的与扩轴共矩的y，将问题划归为Hilbert
问题，利用 复变分析方法 求得场量

rI F二认，F，。2     F，二3     FI  ,Qi2 ,'7,3，二，’犷(F--u,L)的解
析解。进而有裂纹尖端(x1-2=O), r->O的裂 91
纹尖端奇异性 图 1

II,F (r, 0)一、F,4FL <，一g(B, .k)> F2QF j  (k=1,2,3,4) (2)

  以PZT-SH/PZT-5以压电材料界面问题为例，求得了Re(ra; k gm (mi I (i二1,2,3,4)的
奇异性指数随斜交角a变化的值，发现奇异性指数m,,受a的影响很强烈，具体可参见文(41,
    对于在无限大压电介质中的2a长裂纹，文[31得到了它的全场解。利用引入辅助函数

d(x�x}的方法，将问题化为一对对偶积分方程，求得温度场0(i)弹性场与电场的 U(i),

aio(i,J=1,2)的封闭表达式。由此全场解，可求得裂纹尖端场与能量释放率少·

3含不同形状孔洞的压电介质的应力集中151

千

    文151研究了如图 2所示的含单空热压

电材料的无限体，受有远场热流h“及应力
和电位移R“而孔边无面力、自由电荷和热
流作用。问题可化为均匀场与扰动场的叠
力口。

    扰动场为孔边的法相热流h。及法向应
力及电位移t.。对如下孔边方程

图 2

x, =a(cos"+r7cosko),XZ二a(csino一。sin ko)
式中。<=c<=-1, k为一整数，调整c, k, i1值，可近似描述各种形状的孔洞，

    (3)

作保角

变换



  Za =Q(Cl1S +R2‘一，+a,(}' +a“一‘) (4)
    可以求得压电介质的求解函数U,今的用Stroh描述的f (z), 9(z)的解，利用它，可研

究含孔洞压电介质的损伤。

4含裂纹压电材料的损伤及等效模量[161(71

    压电介质产生微裂纹的损伤将影响其压电性能。因此力学模量(E,v)和热学参数(导电
系数k,热膨胀系数a)和电学场量系数。反过来，这些模量与参数的变化又可以成为损伤程
度的表征，用以测量损伤的程度。因此，研究热电材料与微裂纹微孔洞的损伤模量与等效
参量是十分有意义的。
    文I61应用Mori-Tanaka方法，求解了下列参量随微裂纹密度变化的情形，并与Taylor

模量(即无相互作用模型)，自洽模型，微分模型，广义自洽模型的预计值进行比较:

    (1)弹性模量
    (2)热传导系数
    (3)热膨胀系数
    (4)电弹模量与热电系数
    人们通过上述系数随损伤的变化，可以分析压电材料的性能和质量，分析压电材料与

结构损伤与失效的程度，是可靠性分析的重要指标。

5反平面应变情况下的压电介质的断裂动力学

    压电材料作为传感与致动元件，在声纳、加速度测量、惯性制导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
压电介质和损伤情形下压电介质在冲击载荷下的响应、裂纹的动力扩展以及压电材料与结
构的振动，这些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刚刚起步的。本文先以最简单的反平面应变受力情况
出发进行研究。进一步将它推广于研究工程上重要的情况一平面问题。

5.1压电介质中反平面Yoffe裂纹问题191

    作为研究断裂动力学的一个准各，先研究一个最简单的运动裂纹模型一反平面情形下
的Yoffe裂纹，利用积分变换方法来求解。早年Yoffe提出一个动态断裂的简化模型，决
定Griffith裂纹沿其平面运动，保持长度不变，裂纹运动的速度为实值 v，假定在无穷远

作用反平面应力%=L'0及平面电位移DY Dm。文I9)求得了裂纹尖端反平面位移、电势、应
力及电位移强度因子。

5.2反平面冲击下压电介质裂纹尖端场191

    文RI研究了在反平面冲击下压电介质的动态断裂行为，给出了问题的封闭解。不计时
间效应时，即当t趋于无穷大，其结果可退化为静态解。
    考察长度为2a的中心裂纹，其表面作用反平面应力、=--r'H(t)及电位移DY -

DIH(t)。利用拉氏变换，得到对偶积分方程，可用Copson-Sih方法求解。求得了反平面电
势、微裂纹尖端的应力及电位移场。在动态情况下，电位移强度因子只与远场电载荷相关，
而与应力载荷及相关材料参数无关。

一 _



    文III]研究了反平面机械载荷冲击下的压电介质中的半无限裂纹问题。考虑一带有半无
限裂纹的无限大压电体，运动受反平面机械冲击载荷r-H(t).为研究材料压电性质对动应
力强度因子的影响，求得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

， Kiu (})Pli4召  7t / 2
八。=一气二百下/4下犷一.=11十n)

          Gi C, V‘
(5)

  其中。- (e,25 / EII) / C44。其中C44,C15,81:为动态控制方程的系数，分别为压电介质
的弹性模量、压电系数和介电系数，P为密度。由(5)式可以明显看出，随着n的增大，动
应力强度因子增大。

5.3反平面冲击下压电长条中的裂纹尖端场[[131

    上述的研究对象都是无限大体。文113]研究了有限宽度的压电长条的问题。考虑一无限
长的厚度为2h且含有一长度为2a的中心裂纹的压电长条问题，在裂纹面承受反平面机械

冲击txy= - r}H(t)及平面电位移冲击DY -DmH(t)。利用积分变换将问题化为两组对偶积分
方程，在转换为求解第二类Frehoim积分方程，可求得弹性场与电场的参量。当h->二时，
其解退化为无限大体的解。

5.4压电裂纹体的反平面振动分析[141

    振动性能的研究对于智能结构的强迫振动与隔振控制有重要意义。文1141研究了无限大
压电体中，有一长为2a的中心穿透裂纹，在反平面周期交变机械载荷、=-t'exp(imt)与
电势D,=-Do exp(iwt)作用下的反平面振动。利用积分变痪技未，‘畜茁角黝薛;一菇桌
表明，动态响应比激励落后一个与波数相关的相角.

    本节所研究的压电介质动态断裂问题，集中于反平面应变加载的简单情况。平面问题
的相关研究已经获得了初步的结果，将另文发表。

6压电介质断裂损伤的若干研究课题iIl

    压电介质的断裂损伤的研究，由于其力一热一电强祸合，其研究具有基本理论的意义:
而由于在智能结构与智能材料的研制和开发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工程实用价值。
    压电介质损伤断裂的分析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但仍然处于发展阶段，许多问题仍不

清楚。与信息材料科学和微电子工程的要求相比，力学工作者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压电介
质损伤与断裂的研究，有以下儿个重要的课题有待于力学工作者开拓耕耘。
    (1)复杂的考虑非线性情形的压电材料性能的损伤断裂研究:
    (2)压电介质的动态损伤断裂的分析;
    (3)压电介质损伤断裂的实验研究，以往压电(或热一压电)介质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理

论研究，必要的实验研究，本构行为的实验研究，边界条件的实验观察都是基础理论的工
作，这一点尤应强调;

的正(4) }默'}2?L̀'-}}#1t'('fi}fr}17}J
                                的理论模型:例如不同模型的电、热一电边界条件
                                  重要的影响;

    (5)开发嵌入压电、铁电、铁磁、压磁本构关系的有限元软件:



    (6)压电材料与结构的应用、其中振动特性分析、结构控制、机械与热疲劳破坏的寿命
计算;

    等等。压电材料与结构的变形、损伤与断裂是一个研究前沿，国内已有多家研究单位
关注这一领域。上述文章抛砖引玉，期盼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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