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ω严列移
CNIC-08512
NERDI-0017

韭

口

秦山核电站安全壳

在飞机撞击下的整体动力反应

THE DYNA如lIe RESPONSE OF THE CONTAINMENT OF

THE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τFOR

THE AIRCRAFT IMPACT LOADING

(In Chznese)

原子能出版社

中国核情报中心

Chi:na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re



~..."…-…-………...."….."….....咀It...咀….....电

'峰"• This report is subjectωcopyrilht· 刷 rlaMl ara r..erved. Slbnission •

i ote 呻时 for 附ieation implies 阳 transfer of the ，lIcl幽iva publication 咆ht It

iermhMW 〈叫"阳 publi阳·怖 part of this ~Iielt阳 m-y be:

• repro由ced •stored in data ba晴，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Iny me-ns，昏

i ω,口m酬n川肌i
• w川n川州tt阳"川"
• 'Ato州闹喃c E阳ller嘟町 P阶，.刷II. V阳刷附副1刷at峭tions唰 f刨.1 ωω伽r t阳闸 prowωωlion 削 of t阳h闸. It

:c"仰W圳i刷ltIw川N阳".:
• The China 阳'.ar Infor lTlltion C刷r. and Atomic Ener町 Pr." do not It

1 ·cc刷町esponsibil川 loll or削如risin， from:'''' 刷 of information _ :

1 叫恻阳叫"阳 repo巾 or in any communiω阳 ω 阳 test or •

• jnvlSti，ations. 昏

""~...................串串串.......串串串...11



CNlC-00512

(NERDI-0017 J

秦山核电站安全壳在飞机撞击下的

整体动力反应

左京红精良圈夏植讽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摘要

用 ADINA 程序对秦山核电站安全壳在飞机撞击荷载下的结构

反应进行了分析。结构计算模型为包含有 179 个混凝土单元和 118

个钢筋单元的、轴对称的钢筋混凝土组合壳体。数值求解考虑了材料

及结构的非线性以期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坐标系统建立在Lan

grangian 公式基础上，有限元方程的求解采用平衡迭代法(BFGS 法) ,

共算了 600 步。讨论了安全壳在飞机撞击下的整体动力反应，着重于

撞击区域的非线性行为。



TIlEDYNA勤恒C RESPONSE OF THE CONTAINMENT OF

THE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FOR

THE AIRCRAFT IMPACT LOADING

(In Chinese)

Zuo Jiahong Han Liangbi Xia Zufcng

(SHANGHAI NUCLEAR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FSIGING INSTITUTE)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response of the containment of the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under the standard-I啤d-function for aircraft impact has been analyzed using the

ADINA code considering an axisymmetric continuum model ,which is a队sumcd a mixed

model for the steel-concrete mixture. It consists of 179 four-node isoparamatric con

crete elements and 118 steel elements. In order to obtain optimum r由ults ， the nonlinear

behavior of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dynamic modes of failure and damage have been

considered in the numerical solution. The coordinat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total Lan

grangian formulation. The F. E. system has been solved using an incremental iterations

(BFGS method) with 600 steps totally. A discussion of the overall behavior of the con

tainment for the aircraft impact loading ,especially the nonlinear behavior of the 10四 1

impacted area is prlωen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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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飞机撞击安全壳事件的辄率虽然很小，但由于飞机撞击的巨大冲量，对幢咆厂的安全会

造成严重的威胁.近年来已育越来越多的国靠在核电厂世计中把飞机撞击作为结构设计的

主要荷载之一，许多国霉的核电厂设计熄范中，也键定了安全亮在飞机撞击荷载下的安全准

JWI.I]. 尽管我国目前还注有完整的接电厂设计埋范，但仍有必要对秦山核电厂安全亮厂房

进行假设飞机撞击事融下结构的动力反应分析.以便对安全壳的安全性有更全面的了解.

关于安全壳在飞机擅击荷量下的分析研究工作主要包括 2

(I)各种假定撞击的根率，

(2)最不利擅击部位的确定 z

(3)飞机幢击载荷函数的确定 s

(4)飞机·结构(~体〉间的相互作用，

(5)结构撞撞击区城的局部放应s

(6)飞机撞击下整体结悔的动力反应s

(7)飞机撞击下的结构-地基共同作用 s

(8)阻尼、材料辖性对结构反应的影响.

60 年代末以来.已有美国、西德、怯国、意大利、荷兰等许多国家的科研人员对上述各类

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近年来，我国也开始进行了过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

果.在理论上为核电厂的安全分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由于安全壳钢筋混疆土结构材料本

构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目前试验条件的缺乏和计算方法的局限，还有很多工作有待于进一步

讨论和挥索.就安全壳结构设计角度来讲.在飞机撞击荷我下的整体动力匠应是更重要的一

个方面.而目前又多限于进行线性分析.但是，为了作出满意的设计.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对各

种费型结构的非线性性能研究的重要性.在太多般情况下，结构的极限我荷特性主要是由非

线性破应所控制的，如果能准确地得到极限载荷.现IJ结构萨j安全性将大为增加.并且一般来

讲，费用也能够降低.但为了准确地把握所研TT结构的反应，通过试验而获取可露的资料所

在费的代价.通常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在核电工程中.所以佣果利用可靠的分析手段进行

理论分析，则不仅可以躏少试验.而且能够更好地了解结构的性能，为工程设计提供可靠的

理论依据.近年来国际研究动态也表明.已更倾向于考虑材料的相结构的非线性行为的分

析.而不再满足于只进行线性的或拟弹塑性的分析.因此，本文在应用自动动态增量非线性

分析程序(ADIN川的基础上.对安全壳在飞机撞击荷我下的整体结构动力反应进行了非线

性分析，考虑钢筋混疆土材料的非键性特征以及结构可能发生的局部的大位移、大应变，并

着重对其撞击区域的非线性效应.作较为详细的讨论.

1 基本假定

(I)整个结构假定为自钢筋及攫疆土棍合组成的多层复合壳体.把钢筋折算为等体积的

钢薄层，分别位于棍疆土层的内外两个亵面.忽略棍疆土和钢筋之间的精移，不考虑壳体内

预应力钢筋以及壳体内表面钢衬里对结构反应的作用.

(2)壳体结构底部假定为田支在基辑上，忽略基辑与上郁结构的相互靡响，即不考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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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与结构的共罔作用的撞应.

(3)恒定飞机撞击在安全亮穹顶的正上方.飞机撞击荷戴垂直作用于安全亮穹顶中心半

径为 2m 的范圈内.

(4)僵定在飞机撞击荷戴作用下，安全亮的内部结构以及设备曹遭等的动力反应对于相

凰离的安全亮亮体量有.响.

2 结构计算模型

与地震荷载下结构的动力反应相比，飞机撞击荷囊下的结梅动力匠应的频率范围较宽.

尤莫在高频区，飞机撞击引起的加速度比地震引起的还要大，所以必须克分考虑高，的影

响.为了得到较为理想的结果，恃割地将擅击区及其附近的同幡划分得更为细致.

堕个结构计算模型为袖对称复合壳体，基本同格由 4 节点等参元组成，上、下两个表层

为钢筋层，中间三层〈茸二层}为擅疆土层.由于应力分布主要在穹顶部分，所以环踵以外皮

筒体部分的钢筋层植忽略，并且该处理疆土层的同格也划得程为植略.图 1 所示为整个安全

壳的计算模型.冥中包括 179 个混凝土单元和 118 个

钢筋单元.共 390 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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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载荷函数的选用

确定飞机擅击安全壳的载荷函数，是另一个较为

复杂的课题，经过大量的研究，这些载荷函数己或多

或少地被标准化了.在一些国家的研究工作中来用了

几乎相同的载荷画颤，这个画融是鉴于 Riera 模型，即

认为飞机是弹塑性的而靶体是刚性的坷，所以这个函

鼓叉撞称为刚性戴荷画暨[RLFJ.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由于靶体在撞击区属的姓应，诸如塑性变形.型锺传

播以及能量提融等.部分地改变了载荷函数的性质.

从而得副修正的戴荷画敬[VLF] ，其峰值比刚性戴荷

画敬[RLF]有所降低，到达峰值的时间则有所后移，真

结果便动力反应降低 30 Yo-50Wt.Sl.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对象-秦山核电厂安全壳，参

考了文献[1J中攫供的"在反应堆结构穹顶和简体d

飞帆撞击载荷画数"，段之刚性戴荷画鼓[RLF] ，官反

映了靶体在塑性区峨的赞应.在此基础上，针对'山

核电厂附近飞行的飞机机型特点，果用修正峰值的载

荷画般如回 2 所示.假定荷霸垂直作用于安全壳的正

上方，半径为 2m 的范围.巳有研究表明，对于安全壳

来讲，.真穹顶的中央部也是飞机撞击的最不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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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疆土的拿掏提矗

在多"应力条件下，攫疆土曲材料持住

非常JU旨，目酶还理有完善的方量避行宴量

测定.借助于一些简化假定.提出了各种树

120 料模型 z靠辑弹性、重弹性、弹堕性、内渐变

革断裂幢噩筹 [1-1飞本文所来用的是 AD剧A

中的混疆土模型(21'】.

ADINA 中的耀疆土模型提供了一个进

行嚣疆土结构分析的理论上正确而且相对比艘简单的，以及数值上稳定的穰型，能巨展出实

验观测得到的重要的酬厦、噩噩等待性.在描述材料特性方面，它具有三个基本待点 z

(J】在糟拥压蜻应力时，允许树料的非缉性敏化 s

(2】可以模拟树料开型反 E碎U后的特性，

(3】定义了拉坏及压碎的砸坏包蟠.

混疆土单的多精应力-应变关系是以单铀应力-应变关系引伸出来的.在 ADINA 中，混

疆土单"应力 '0 与尊辅应变，;之间的关系加囊阶段如固 3 所示.奠中奋三个阶段 z 当经 >0

时，材制受挂，应力-应变关系为线性，扬民模量为一个常敏

... d'u
6. = 'd""';'

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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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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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ms)

因 2 .荷-时间.线

Varlati咽 ofim阴lC1. 1_ with time

当 o>';~;. 以及ι 〉♀杀 S. 时，

,, =1.[1 - B (';/ι)2 - 2C(等/;.)1]
口 + A(♀/ι) + 8(结/ι. . -_.-户、...... •

1
1
'

吃
\

, 其中 A、B.C 可由单轴试撞得到的，数凯、v， 、

-LE.、ι 换算确定.

为了度量树'毒的加慧和甸囊，设一个加戴

画敬'J == 'lJ + 30'0. ， 其中 a 是常敬〈通常为负

咀) "σ. ='o;/3 ,'S =( ~ 'S，岛哝J.啄吼叩S.

tμi=j6==1
'v. 6.. .6.. • kronecker 6. (

- -," -，~ 'h 笋 j 6 = 0

著 'I 注 1- ，则材料为加巅，著 γ<1- ，则材料

-"j. 为匍魏.真中 J_ 是在堕个求解过程申，加载函

----1';，敷曾经达到过的最大值.

卸戴时，材料假定为各向同性，此时用韧插

的扬民模量鸟来形威珊量的应力·应变锺阵以

进行刚度和应力的计算.

在加..件下，材料的扬民横量由三个主应为方向上的三个单轴揭民横量加权相应三

s

圈圈阳回国回曲for..，翩。

.‘....俨
-
H
·
'
t
I
E

回 3 穗.土'院.应力·应变安.

UniaXial aUaa-.Ualn curve for ωm:rete



因 4 III覆士模型三铺压绩破坏包~

'il" ，! 品，

'.
‘'.

个方向的 t 时割的主应力得到

miah.l aER+l eepzl-E吨 + "fI飞 l 舍P，- -- I 恼P， I + I 'Up, I + I 'flp, I

当受到拉伸革佳的压撞时.树M撞认为是各向同性的.且具盲尊价的多袖扬民穰量z若树'斗

处于高压绪时，刷来用正变方向由主应力方向来定义的正主异性应力-应变短阵.相应于这

些方向的应力-应变矩阵考虑为三维应力条件.

攫疆土的破坏包蜡绩是用 2·1 个离散应力值输入的.破坏包络费用来建立为多抽应力条

件下计算用的单蛐应力-应变定律以巫用来说明材料是否已经出现拉伸或压撞蔽坏.因 4 为

混疆土槌型的三轴压缩破坏包络.

蚓罩在主应力方向上的拉伸应力越过拉伸

d ‘ 破坏应力就发生拉仲破坏.在此情14下.假定蔽
.".，.，运""..:.~''''1''

坏包络面是垂直于主应力方向的，材鸭破坏的

结果是降低与破坏面相交的法向初萌切阐度.

相应的法向应力撞"放.这种应力突阵和阐厦

阵的变化.将使局郡的应力重新分布.拉伸的破

坏平而一旦出现.并且沿着原来的破坏平丽的

法向应力达到了拉伸破坏应力.剧后继的破坏

平面总是恒定在垂直于第一个破坏平丽的方向

上形成的.也1果在以后加班时该处位断丽的法

向应变为负.剧此断面问台，相当于与原来世fj

Envelop of triaxial compr困ion failure for 拉断面时一样.

concrde mαlei
在多抽应力条件下.IU.多吨蔽坏包络纯来

茬示E碎.一旦材料被臣跻.就假定其具有各向同性条件，在后缆的求解步长中计算刚厦炬

阵时，假定扬民模量为军.但在臣应力计算时，仍按扬民模量为负{Ii处理.直到最小的主应变

't"PJ达到句为止.当'....1 = tJ. 时，所有应力金~被ff放蝉，并且从此材料在该点不再具有抵抗

能力.

在单向戴荷下的试验结果表明.当应变率从\0-. S--I变化到 los-'n;j'.施疆土的 PtHi强

度提高。~80%.拉伸强度提高 O~50%.而初始杨氏愤踵提高 O~ -1 0% 胁 11J. 为简 ft~见.

在设计值的基础上本文将材料的强度恃fiE值作了适当的修正.

4.2 钢筋材料的本掏芙襄

对于钢筋，本文来用ADINA中所提僻的弹-理性醺鹦.在弹4塑f-I:分析中，描述材料性能

除了弹性应力-应变关系以外，还用了三个性质z

(I)屈服条件z官指定了相应于费性梳动拜始时的多轴应力状在.本文选用了Von Mise:o;

屈服条件.

(2)梳动法JlIJ :£'把塑性应变增量与当前应力和屈服后的院力用量联系起来.

(3)硬化鲤律:£'说明了塑性班动时佣何修正朋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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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线性方程求解方法

ADINA 申'力分析和动辜问题的酶式时间但分主要可在两个公式系统中遭摄.莫一为

全量 lasransian(T. L. 】公式系统，这个解法中所有"力和运动变量都植认为是在0 时刻韧怡

找辜下的量s另一为精量L.aaransian (U. L. )公式系统，它是基于与在T. i..公式系统中所用的

相同的过程，但在解的过程中.所有静力和运动变量都被认为是在t 时刻的状惹下的量.[18

-20]中说明了这两个公式系统的应用，并i益明了这两种公式系统包括了所有由大位移、大

应变相材料非线性静质引起的非缉性效应.在二!l分析中，从求解的总的结果上比缸，用T.

L 或 V. L.公式系统在数值运算上的差别一般讲是小的.在ADINA 中由所用的材料定律的

定义来决定两者的选挥.U.L.公式系提仅用于线弹性材抖的情况，而 T. L.公式系绞可用于

费性和非线性的材料情况.囱本踵的结构变力特性相材鸭非纯性特性.选用 T. L.公式系统

时，将具有较峙的在值效率J叭

用世值棋分法进行动力分析时，在每个时间步任中要求解的增量平衡方在为

ItI叶"巴!+σ+.v (! + '1\ (! =忡"R-'F 币. I)

其中 M 一一质量短阵: I

C 一一阻厄垣阵 s

'1\ 一一在时刻t 的切费刚度矩阵，它包括线性和非线性的应变高度垣阵B

叶IIIR 一一在时刻!+~的外部作用力矢量z

'F 一一与时到 t 的单元应为罕煌的节点矢量 z

忡"'C.'+ Jr C 一一在1.f细 1+ 拟的17点加速度矢量和节点速度矢量 e

l! 一一从时刻I i'J'+~的节点位移增量.即l'= ''''IV - '(: J

'lI 一一在时刻t if.J节点也移矢量.

在动力分析中，本文采用的时间数值夜分方法是Neumark 法.阳设

''''41(1 = 川岛 'ei + 字 +6'+ 川叫- '~i") (5.2)

忡1110 = 'V + ~' (r + II Jl (··"'O - .(!) (5.3)

为了无条件稳定，取。=0.5，0=0.25， 曲式(5. 门、 (5. 刀、 (5.3) 可以通过简单的消去法解

得 t+~时坷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考虑一个单撞的有限元时.T.L. 公式系挽中迭tt所用

的方醒可U写成s

。KL +队'盹) N./(.l =忡ilIR_ 忡.VF'户"一 M"'" ri(') - CHili 0(')

l = 1.2. 3 ,…

式中 LKι 一-线性应变增量刚度题阵自

LK舰一一非线性应变〈几何或相应力)增量刚度垣阵:

忡"R-- 施加在单元节点上的外盘荷矢刑，

忡幽F一一与 t+ .:\t 时期单元应力等价的节点力.*JI1.

6lf(j) = 忡IlIU'叶-忡IJIUO- J)

典中角标(i) 表示用忡IlIU(叶来计算应力和应变.

对于物体的运动平衡方理，把所有变量都看作是前一步计算所得到的平衡状态下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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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筐，并且把本鞠关系蜡住他.可剧'到一个近钮..这个僻的精度可由平'量代改造，直到

满足霞噩噩靠.式(&. I)量运动方疆的缉僵化菌'到的.由襄捷的掌缉性相时间步~At的撞

值，缉性化的结果可健引坦严重最量，使算槽的..飘离'精确饵，克冀在动力分析时，篡一时

揭对任一结定'荷的'且是.幌子"的历史.为了矗免担分最整过大?如不a定，可以决定在

每个戴菁步怪中进行量代.当树'唱是弹性革趣'性的..末此时的平衡量代相当于具有窜幢

刚踵~阵的峙wt曲量代，所以在具有'佳聋锺弹性树鹏的几何事缉性动事分析中，可以不

必在每个时间步佳申形成颤的刚度阵，用平衡量代就可以保证解的幅度.但当树聘为非缉性

的，此时'的路是由切缉用度阵来确定，为了保证僻的精度霞'要足够小的藏荷步怯.撞车

踵的计算结果来蜀，时间步快取 O. 25~，是能够满足幅度要求的.

对应于不同的条件.ADINA提供了几种不同的量代方法.其中有带线性'素的修正牛

顿量代洼，完全牛顿量代洼，BFGS法及自动步怅调整法等.本文所选用的 BFGS 法，是姐牛

顿注中的一种方法，它是在量代过程中修正系敬避短阵，为从第 i-l lX到第 4次量代提供一

个割缉近似值.这种方法每一步是代所花的代价段之牛顿法来要大一些，但只要步挺合适，

结果一般是收锺的.真具体算法为

rq-nrw=叮-'+俨

忡"U' = 忡..UO-O + p'W

其中'怕[1("-1]' 是基于量代历醒的修正刚厦炬阵.

由于飞机撞击荷擎的作用时间极短，结构阻尼对于结构反应的~响并不明显，本踵考虑

阻旦为 5Yo.

6 结果分析

I.l 董事

用 ADINA 进行了'力和动辈分析.在动态分析时.取时间步挺 M 为 0.25 阳，共计算了

600 步，历时 ISO 阳，丽霸荷画敷历时为 105 MS. "力分析以戴荷画慧的最大崎值为最终拥

戴值，每一~1JD擎的值为最终值的0.25%.

固 5 所示为穹顶中心的量向位移·时间曲线.其中实线为用ADINA 程序计算的结果，为

了比桩，图上还用虚缉绘出了用SAP-5 程序作'性相掘'理性动态分析而得出的穹顶中心

的量向位移〈提度)-时间曲缉.从田中可以看到，壳体的动力匠应的竖向位移的最大峰值出

现在飞机撞击的过瞿中，方向向下，出理在戴荷函踵的峰值糟后10il" 左右处.计算结果表

明，结掏反应的最大蜻僵巳包含在计算历时l印刷的范围U内.从竖向位移历理由缉来看

ADINA 分析结果和SAP-S分析结果的曲缉的形态大量相似.用SAP-S进行掘"理性分析

[21]所得到的量向位移崎值与ADINA 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比蟹接近，所以反过来可以说明.

从工程上的要求来讲，用SAP-S作局部'性幌量折畸而进行姐--性分析是可取的.但是

与'性分析结果相比，量值上蠕匍很多，各峰值到达的时向有所后JJ.各周期的最大值也要

大一些，这可以由材料非缉性和结构的几何非缉性特性而得到饵...静力分析结果与动态分

析结果相比，非缉性动态分析的动力恃性是比艘显薯的，动力震颤约为1.35，所以对于材伺

非线性和几何非缉性的结构反应，动态分析是育必要的.丽"性分析则有所不同..性分析

中动力特性在现得不明显EE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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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6 所示为:H应于穹顶中心簸大竖向位移fiii主时刻的整个壳体的量向位穆的分布情

况.其中宴线为ADINA所作非线性分析的结果.而虚费为SAP-5 所作报弹理性分析的结廉.

从量向位移的分布来看，被飞机檀击的局部区峨有费大的坚向位移量值，随着远离撞击区

吨，位移量值迅速寰畴，在离穹顶中心半径约8m 以外.坚向位移最值已非常小.所以.有些

文献中进行安全壳在飞机撞击下的力学分析B·t.只取环罪以上部分作为结构计算模型.而本

题之所以取整个安全壳为结构计算模型.是为了更好地考虑简体的撮型恃别是竖向撮型的

影响.以便更加符合结构的实际受力情况.从田中可以看到.ADINA作非线性分析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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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撞击区坚向位移梯度役之 SAPoS 作简化的拟弹塑性分析所得到的坚向位移棉度要大.

相对来讲，SAP-5 的结果在该区域的变化较缓和，曲线在该处较为平坦.从 ADINA 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安全壳被撞击区的局部非线性放应是较为显著的.这从 6.2 节结梅的受力情况分

析中，可以更加清楚地反峡出.

8.2 内力

图 7、8 所示，分别是用ADINA作非线性动态分析和静力分析所得出的穹顶上、下层温

凝土单元措面层的积分点上的主应力在相应于穹顶中心最大挠度峰值到达时刻的情穹顶壳

面的分布.

-20.0ωL<阳阳llIl回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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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穹顶上层混凝土主应力分布

Principal str巳岱 distribution in the upperlayer of d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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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自穹顶下层槌凝土主应力分布

Principal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sublayer of dome

---dynamic Jlale(ADJNA)

static 5IlIte(ADJNA)

在穹顶中心，即飞机撞击的区域范围里，应力的量值较大，而且变化急剧，随着远离中

央，应力值很快寰晴，过了幢幢击区域以外，应力值趋于平稳.

上层穗凝土基本上处于受 E状态，在被撞击的区域里，具有较大的压应力，并超过了棍

.土的设计抗压强度，但离开擅击区以外，应力值迅速减小，在局部区域还出现了很小量值

的拉应力，到了环果附近，应力值巳非常小了.

下层耀凝土基本上处于受拉状态，并且其拉应力的量值除了在被撞击区城附近稍大一



些以外，基本上变化较小，从其曲线形态来看，比段平坦.静力分析的结果在曲线形态上与动

态分析的结果基本上相似，但就其量值来讲较动态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为小，并且，真应力的

分布也有所不同.由此反映出动态情形下，惯性力的影响，以及非线性分析中结构的动力特

性.从应力分布的情况来看，由于撞击区域的塑性变形，材料屈服和形成塑性髓，使撞击区附

近的应力量新分布.

e.3 开翻及磕怀

从分析结果来疆，混疆土产生裂撞的区域是广泛存在的，在穹顶中心、撞撞击区局部范

围里，还存在被压畴的部分.固 9-16 为壳体开裂及破坏的开展情况.最先产生裂缝的是穹

顶中央部位下层混疆土〈图的，以后随着荷戴作用时间的地 t支，裂缝产生的范围逐渐扩展，

不仅如此，上层棍疆土在局部地方也出现了裂踵，同时，穹顶中心局部混疆土被压碎，见图

10-13.荷载作用时间到了 105 IDS 左右，攫疆土开裂的现象几乎布及整个穹顶部(囤 11) .此

时，混疆土被压碎部分也有些精加.当载荷作用中止以后，逐渐有部分开裂断面闭合，即"恢

复"到原来没有断面的状态，直到 120 ms 左右的时候，穹顶上的温凝土的曾经产生裂握的地

方大部分都重新闭合，只有擅击区域里的下层混疆士的开型断面不再闭合〈困 1日.随者结

构的自由摄动，局部地方已经闭合的开裂断而又再度出现裂缝，但范围已大为畸小(困 16).

到了最后约 150 ms 左有的时候 ，撞击区附近下层混疆土的裂缝仍然存在，同时环果

附近上层棍凝土及环罪处内侧 m凝土也有型缝存在.在荷载直接作用的穹顶中心处措壳面

的温凝土局部被压碎.

从钢筋的应力分布情况来看，尽管整个穹顶的温疆土高较大范围的开型现象存在，并有

局部地方被压碎，但分布于上、下表面的铜筋的应力值都比较小，世育钢筋达到屈服.由此可

见，壳体的混疆土的开裂的理度并不严重.钢筋与未被破坏的7ft疆土在一起支撑壳体，使安

全壳穹顶仍然起着整体结构作用.事实上，正如 6. 1 节所指出的那佯，穹顶的整体变形并不

显著.计算结果表明，安全壳穹顶在飞机撞击荷戴作用下，会出现塑性区域，撞击区附近的局

部非线性放应比较明显.尤其在结构带裂缝工作的情况下，由于刚度的突变相刚度短阵的改

变，使应力分布及裂缝开展方面有新的特征，而在擅击区以外，无论是变形还是内力，其量值

都褒蜡得很快.所以，虽然飞机撞击荷戴使安全壳局部产生塑性变形.但对整个安全壳壳体

来讲，不会造成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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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说明

(1)本课题的工程背景是为泰山核电厂在假设的军用训练飞机坠毁事故下安全壳的安

全性的幢算.虽然在工理设计中，此类事故的概率小于设计限值而可以不考虑飞机撞击荷

载.但是，为了确保安全，对泰山核电厂安全亮厂房进行假设飞饥擅击事故下结构的动力反

应分析，使得对于安全壳的结构性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官还将是对核

电厂安全分析报告的支持性材料的补克.所以，本团在分析中所用的安全壳几何尺寸是按原

设计提供的，材料特征考虑到高应变率等因素在原设计值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修正，而飞机

擅击画数也考虑到军用训练飞机的凯型现幡.作了相应的修正.本文计算结果表明，万一发

生飞机擅击事故.安全壳结构仍然是足够安全的.

【 2)由于铜筋棍疆士材料的非线性以及安全壳结构在飞机撞击荷载作用下发生局郡的

塑性变形，使结构反应具有新的特性.而弹性分析的结果是比较粗略和保守的。因此，进行

飞机撞击荷载下安全亮非线性动态反应分析，则可以更全面、细致地理解结构的性能.对于

工程设计而言，极限荷载的攫高则意味着结构安全性的增加.所以对钢筋混疆土安全壳进行

在飞机擅击荷载作用下的非线性动态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3)由于本文采用非线性方程求解，能使材料的本构关系更加接近于实际状态.包括能

够模拟钢筋的屈服硬化$以及混疆土在增加压缩应力时材料弱化的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 z

模拟材料开裂和压碎以后的恃性，~及在多铀条件下的拉坏和压碎的破坏包络.在求解中.

材料可承受循环加载条件，即在敏值求解时，允许包括拉伸破坏平面盹他的卸载初重新加载

等等.因此，能略较为确切地揭示结构的真实受力状况，从而使分析结果更为可信.

(-I)在具体分析时，来用了自动动态增量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理序.所以，结果的可靠性基

本上是能够保证的a 但是.在实际运用计算的过程中，发现该程序虽然被认为可以解具有大

位移和大应变的材料非线性和几何非线性的结构动态问题，但实际上对于具体问题中大位

移、大应变是有一定限度的.尤其对于荷载量值大、结构变形较为显著的问题，要得到最终的

计算结果有一定的难度，往往在平衡选代过程中会发散.而不能计算到最后一个步位.通过

计算还发现，在这种情形下(即由于我荷值大、结构变形在局部地区较为显著)，载荷步艇的

晴小或选代时间步民的调整似乎对平衡选代的收锺帮助作用并不明显.但尽管如此，结构计

算模型的同锚的划分，选代时间步长的足够小的选取，对于计算结果的收敛以及计算结果的

精确度还是很重要的.当然，为了保证平衡选代的收敛，还有待于研究和改善求解非线性方

程的对策.

〈的用非线性分析程序 ADINA 所得到的穹顶中心的挠度，时间曲线，与用线性分析程序

SAP-5 作简化的、局部弹性模量折喊的拟弹塑性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相比，真最大据度峰值是

比较接近的，曲线的形态也大致相似.所以，光就穹顶中心的变形而言，在工程设计中，接经

验确定的局部蝉性模量折减的拟弹塑性分析，再加上适当的构造措施，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

工程设计的要求.而相对来讲，采用非线性分析程序计算所花费的 CPU 机时，要比用线性分

析程序作拟鼻盟性分析要多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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