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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 R. Hill 的增量虚功率原理和大变形弹塑性本构方程出发，考

虑材料的物理和几何双重非线性及热效应，采用 Euler 描述法导出了

平面及轴对称问题的热弹塑性大变形有限元列式。编制了包括自动

生成网格，自动修改边界条件的瞬态热糯合弹塑性大变形有限元分

析程序系统 ATLEPD。最后用该程序系统模拟了某核容器模型 O 形

环的大变形过程，描述了 O 形环的应力、应变变化情况，接触比压变

化情况，网格变形情况及回弹量等，并且与计算值作了比较二者吻合

良好.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LARGE

ELASTo-PLASTIC DEFORMATION FOR SEALING

RING IN NUCLEAR PRESSURE VESSEL

(In Chinese)

XiaoX回归n

(CHONGQING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ESIGN INSTITUTE. CHONGQING)

Chen Ruxi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R. H iUs incremental virtual power principle and the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on equati∞ for large deformati∞ and by considering physical n∞linear.

geometric nonlinear and thermal effects. a plane and axisymmetric finite element e

quation for thermal large elasto-plastic deformation has been 臼tablishf!d in the Eu

ler de配ription. Th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pr鸣ram ATLEPD has been also com

plied for thermallarge elasto-plastic deformation. which includes also forming mesh

automatically and changing boundary condition automatically. This work employed

the program ATLEPD to simulate the large defamation procns of O-ring in RPV.

The variations of stre蝠. strain. contact specific pressure. mesh deformation and the

aspects of spring back in upseting and spring back proc:e揭 have been also in vesti

gated. Numerical results are fairly consistent with experimental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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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霞电站反应罐压力容量中.作为重要密封元件的金属 O 事环.在正常的预蜜戴荷作

用下，就已经进入了屈眼就毫.真变形特点为=①Hia值 cw 与壁厚是同一量缀，属大变革

问题s ②直径 D 与堕厚，之比 (D/t> 小于 10. 在较高的作用最菁和温度载荷作用下.其压

凰厦 OVID 己跑出了小变形的范畴，既存在应力相应变的钳理非缉性，又有位移相应变的几

何馨缉性.还有热负荷，属姓弹堕性大变形问题.拥上边界条件的复杂性.是II于用经典

的戴学、力学方挂在得精确解的.丽用热弹塑性大变形有限元法来解上述问题.可以在得

满足工理要求的鼓值'事.并能求出 O 影环各变形阶段的应力应变场、回弹量及费余变形租

费余应力等.

弹'性大变$盲阻元法，其基本出发点是吸收理性力学的成果，确立了非线性效应对

平捷方理及本构方匠的配响.把固体力学连续介质的虚功原理的精量方理初育限元法结合

起来进行数值计算.接大变形理论和l弹理性理论建立大变它弹堕性有限元JtJ式.

本文果用 Euler 描述法.用同铀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对大变形过程进行描述.结合有限变

扉理论.来用地量M我处理喃理非线性.用 Green 应变处理几何非线性.由于 Grecn 应变表

达式是非线性的.使得计算十分复杂.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这里已不再来用严惰的 Euler 描

述了.帜分域已转到每次增量加提前的描述.而每个晴量运动仍来用 Euler 描述.用描述变

形属时变化的变形丑事张量且，和蛙率张量 n.，来描述材料的大变形过理.真运动学关系为 z

D.， 气， =j{锐，问}

血， =2{ru ，}

在热分析中.考虑了'睡在温度场中的温度增量引起的热负荷增量产生的弹塑性变形，而

捏在考虑塑性变形热.

1 增量虚功率方在

弹堕性大变形布陆运法是建主在有限变形基础上的.在小变市弹壁性有限元分析中，我

们认为单元的革状和大小在变扉过悍，中是不变化的.但是.在大变形过程中产生大位移和

大转动.单元的形状发生了变化，剧Jlf:理了几何非线性.挂有限变形理论.对变形体运动

的描述必须明确参考构形，通常来月J Lagrange 描述或 Euler 描述.前者以变形前的初始拘

形，后者以变形后的现时构形为参考构形.

根据 R. Hill 的增量虚速度原理1i ，用速度变分 av. ， 用 Euler 描述的虚功率方程为 z

L~·卢ρ矶叽， 0，矶 dV = Lp.a川L

式中 : (S" 为定义在现时构形上的 Euler 应力张量 .P; ， T. 分别为寇义在现时拘形上的体力和

面力分量.

上式中的积分城是建立在变形后的现时构形上的，而读量是待求的，不便应用，为了

克服这个困难，将真变换到建立在初'古勾形上的Lagrange 描述的虚功率方程，并将其应用

于两相邻时到 t ;何 t 十At的平衡状态，用 t •←~时期的平衡1ifJ.减 t 时剔的平衡方呢，两边

再除以巾，得 Lagrange 应力张量描述的持续虚功率万理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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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凡dV=jJJdV+L 冒丸clV.dS ω

式中 : T".为Lagrance 应力辈量的"质导鼓 ; v....，为速度分量 V. 对韧插构形坐标 X.. 的协变

导鼓.儿和 Teo分别为韧插构影上体力初面力的变化事.

对Lagrange 应力辈量 T"，J，植物厦导鼓.得 z

T ..,. = JX..,., (I~ - JX"

在大变司形5分忻中.我们希望定义一仲应力事，宫不受刚体转动的摩响，精体作酬体转

动时.它是一个不变量.只有这样的应力事写出的本构方瞿《事方噩》才与坐标选择无关.

从面真宴跑反幌树斜的力学行为.为此引入Jauman应力率f1~.奠定义式为z

e::=4-44，一句，~~ (4)

我们果用'睡时参考拘形与现时间略重合.将t的式代入。}式.并军略弹性体职变

形.再将 (3) 式代入 (2) 式.最后利用张量的对你性相更换哑际后.得持续虚功率方理z

L[a~ 悦， + -}a" O(V... 凡，一川M〕dhjvp，川V+jJ 以dS (5)

2 弹塑性大变形本构方程

采用 Euler 描述法讨论大变形弹塑性本构方程.是把大变形看作流动过程.考虑它的目

时杭态.囱小变形弹堕性本构方程导出用于大变形的速率型本构方理z

σ;=η;IIIDIII (0

式中: D~卢为弹理性革敷.真垣阵式为小变形弹塑性短阵.

3 弹塑性大变形有限元列式

根据 (5) 式的持续虚功率方理和 (6) 式的大变形弹塑性本构方霞，帽件离融后可导

出弹堕性大变形曹限元列式.

采用4-9可变节点等参元，设单元节点位移向量为 (I'. 节点速度向量为 (I' • 根据等参

锚值思想及膏阻元方程.导出掰塑性大变形有限无列式z

(K: + K;)II' = tr (7)

式中: ~ = 5...o-'D..B dV

K;zjJMTA ，一 2BLT ， MV

11'=上.叫 dV+jSTN亏 dS

上式为 Euler 描述的大变形单元节点力变化的平衡方哩，英巾， K: 为小变形弹塑性单

元刚度阵 ， K; :为相应力单元刚度阵.

4 大变形增量加载的应力应变计算

用'尊塑性大变形有限元法解跑时霄采用增量加蝇，即已知第 n 增量拥戴步结束时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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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应力、应变等葡萄理量.求第 ..+1蜻量捆撞步的曲理量的蜡量.再拥到第，步的击"

E量上，得到第.. +1步结章时的葡萄噩噩.

已锢...蜻量步结禀时的遭度辑 va ， 唰从第 m 步到第.. +1步的蜡量佳'为 z

liM.-=v-.~

用这个蜻量佳事去修正第 ..+1步结辈时酌掏革

r叶 =r+ liM.-

并剧此掏窜作为下一蜻量捆蠢的事考掏形.此时的蜡量应变为 z

时，=÷叫.+但;~)

圃...+1步结束时的应变为=

(8)

(9)

可fE=〈+坷，〈10〉

从...步到第..+1步的 Euler 应力增量的计算.岳篇排除嗣体转动的摩响.由本掏方理

(6)得到z

AfI吃r = D.Ar

上式两边票以却，得到z

tifl"" • ~ = D., • tir

式中 tifl? • ~为 lauman 应力蜡量，官必霸转接成 E...ler 应力增量才能进行应力叠拥.对

(4) 式两边熏以~.得到 z

AfI;~ = t.6.. - fI.,D" •~ - fI"D,. • ~

唰 z 饵，=四:WAr.， + fl.，屿" + fI"OI,.

式中: "'" = D" • ~ = ~ (缸，.，一饵，)

则第.. +1步费了时的 Euler 应力为 z

'士 1 = 11;, + Att:, ( I 1)

5 残余变形和残余应力的计算

由于匍戴时各单元处于弹性状态.故本文采用一次性匍载，即相当于尴拥一个负的等

规节点穰荷，作纯弹性计算，则有 z

K 11= - R (It)

根据上式计算出位移场II ， 然后据此位移场决定应变，相应力tI， 则残余位移II，. 残余

应变 I， 租费余应力为ti， 分别为s

(II, .... II., + II

~ I , = I ., + I

ta，罩 tI.， + tI

式中 II.，. I .,. tI.，分别为'理性大变形计算的位移.应蛮和应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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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t态温度场与热应力及其与大变形的精合分析

金属 O~环1(8后，与篝窑嚣一悻.具离开矗租降温过理，因此由温度蝠引髦的热负

荷同悻会产生弹塑性变形.

用Gc坠rkin 法建立'毫温度场的膏限元方噩.来用与弹盟性大变事分析同一套单元及

.值画霞，在空间量绢上用萄霞元离a. 在时间量纲上用膏限量分离巅，可导出输对林间

'曲'辜温度场离限元方瞿z

KT+CT=I (14)

rr r .,. aN, aN, , .,. aN. aN,., • ~ . r
式中 : K咱=川 [K 一一 +K-JMrdz+ 叫 N.N， 也JJA...·-· i1r i1r ' .-. c1r c1r ..--- • -Js.

巳" =日户'N， N, rd,.d:

.r ___ _. r _ ___. r __..;..., _ __ aN_ _ __ aN
f. = II QN, rdrd: - I (q - .T,>N, rds + I N ,~ CK. ":'L. + K. ·~·L汀 nbJJSA ..- -, - -- -- J sa '.. -- l' - -, - -- • JSA· -, :=: ~- -. i1r

(K 芋-I =乎-I

其量代幡式为: ~Ii:= K+ 丰c

if 叫=丰 CT. + 孚-I

在每一增量拥戴里.将应力增量转化为单元的等贺节点热负荷~:

年τ = L.BTD"~!TdV = L.~T叩V

考虑热负荷的热帽合弹塑性大变形的有限元方理为 z

(K: + K;>,,' = AJl" + AJr,.

<1 5)

<1 6>

(1 7)

8 工作程序

根据上述有限元方理.编制了平面及铀对体问题的热嗣合弹塑性大变形有限元分析徨

序墨镜 ATLEPD (AnalYlli5 of Thermal Large Eloito-Ploitic Deformation>. 该程序系统具有通

用化、模块化、自动化的特点.宾主控理序是以时间增量循环.载荷增量循环以及选代循

环为主要过程.针对大变形分析运行时间长的特点.本I.统设置了重启动功能.果用 4-9可

变节点等参无.可以处理二维通用问题的温度场和弹塑性大变形分析，并能作卸戴处理，计

算卸费后的残余变形和残余应力.

主担程序幢回归回 1.

9 核容器密封环弹塑性大变形分析

反应堆压力睿锦桔兰密纣中的两个空心金属 O 形环.处于在上下怯兰之间的密甜捕

中.由于两个 O形环的几何形状，约束情况且所受的外力，都对称于穰睿嚣的中心袖，因此

为袖对称问题.在一个子午面上，根据O形环的特点，采用自动划分同幡技术，将两个O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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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宽停.将食.甸'古

信息'中间'事'骂人

:u!'t ，J是帽锺tUft

悻..蟹II.

峙'姐.Ii"
""If!董事

'
里z

It,....

•-
回2 .对~.""'fO.环的计算.型

®
圃 E

a于上下法兰与o.环的撞撞宽度踵

时篝圄O彰耳的变革面变化，因此真佳'边

界矗件也目时篝回 O~环的董事面变化，撞

车文根据上下法兰窜到帽的尺寸自动'疏

通界矗件.当撞细一个蜻量量荷 f真宴是'

量佳fJ)后.使上法兰阳性地向下移动一个

'小的黯鹰，此时给O~环上与上法兰篝握

的节点在 z方向上撞匍一个噩嗣佳fJ.筐。

~环下压一个笛，丽与下法兰撞撞的节点，

蜡 z 方向上佳尊为霉的约襄.关于 O事环.

面左右两边的边界条件.是剧节点不跑出售刽槽为矗件自动'踵，匍擅匍-个槽量量菁后.

计算出篡节点曲量标跑出了密封槽的边界，篝篝匍一个噩嗣信穆约禀，将旗节点"撞'回

到蕾纣槽的迎鼻上.

'事嚣的丽富过噩提有鹅放庄，因此O串环的ii.ita为玲毫压..a弹'幢大变形

计算真压'过程.果用蜡量....次对与上法兰撞撞的节点篝匍-个蜡量钮fJ.第一个增

量拥戴步筐。略环Ii.O.18" .冀禽备~使O~环1i.0.ω5"，当上下撞兰篝触时.o.
环Ii.度为 12.011". 1M戴膏蜻量步单'为 2380步.

在事'李缉佳方噩组时，本文蒋培量拥戴帽 Newfon- R.phIon桂结合起来，用'正的

New阳-Raphson 怯.对每-增量拥戴步，只计算第一政遣代的单元刚厦酶，以后各民造代

'用此用厦障.在处理非辑性方理组的'的'穆现量时，把上民遭代鳝了时的失衡力"到本

政遁代的增量醺荷中，这俘属菁蜻尴踵'了用 Newfon-Ra阶刷E 量'李缉佳方S组时膀'

璋的非辑性方理组的'相对于精确帽的'移琪'且.

O形环的树*4为不锈钢，考虑树羁的应变硬化，根据不幌榈树'暗的单向拉伸试量的应力

·应变美赢拥合曲辑，树科屈服后.使掘合曲线分自键性化.即树割的应变硬化赢 e.分段蝇

性化.按照 Von-Miwa 圃'准则，幌分时.用两点高斯捷嗣.

'随 1 中的回形描述了圃'上桂兰压下量的增加，两个宣告 O形坏的变形情况，回 <no

(2). (3). ,4). (5) 分别捕造了压'度为3. 03 Yo, 5.09". 8.81" , 10.0" , 12.011"时

的同幡变形情况.自回(1) - (5) 可'出 O略环理帽.lie幅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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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2捕造了不同ffi.度下O形环各单元内各离麟点的事绩'性巨变场&0形环变形的

韧蛐阶段'性区的矿履情况.回(»为矗先进入屈服就辜的单元高黯点的情况.0形环.面

与上下法兰接触处离内堕量近的单元首先造入屈服状事s 当.2∞步蜻量.a步后(Ii.厦

为I. 175Yt).大部分单元'已经进入了眉陋就事，但仍布-部分尊壳为'佳区.匍固(2)

所示.当压扁度为I.SYt时，全部单元'已经进入了圃'就态.田。>，(4) , (5). (6) 分割

为E扁厦S. 09 Yt. 8.81 Yt. 10. DYe. 12.077 Yt时的'烛'性应变楠，从寓"值缉的It值可

以'出..髓'性应变量大值发生在 O 形环植面与上下怯兰接触处离内璧量近的单元.真

"【矗 O 略If.圃左右两边离内噩噩近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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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旦艺旦

m I 0.2

(2) I 1. 175

(3) I 5.09

w I 8.81

10

寝Z 不同til.底下的司UI塑性应童场忌 Xl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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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号

(5)

一

(6>

压.度 no

10.0

lZ.077

簿~ •

!吃!)

续寝Z

筐'应变

，'tr" P:扩.==:....，...飞飞

二一，牛、t .<,/ ...-- ~-. ._~、':I"

,. 1//画，如飞IJ·， '\、

fO丑尸。，~.飞￥p"

|!( !!1飞l飞、 Jy/川F!!川川!1F飞!川!iJ1
.、、、 t

'刊、. .、刊忧r::==;.:-~""r t

\Li 二，丁_ 1..- 4,;
--s再::....-=-寸可

!~兰兰~~仨

{ι，之二乒- .-~- -τ.咱喃穹

(户.4 扩川Lμ~ .~. 、1i V

[I (~f旷τ引=1711

叭\J是当夹r
、忖::注三己 L斗J

费3描述了不同压扁度下的等规应力斗，从中可以看出，两个 O 形环具有良好的对林性

和一致性，最大的等效应力仍发生在 O形环截面与上下法兰蚀触处离内壁最近的单元.当

压扁度为 12.077% 时，最瓜等效应变为 73%. 最大等放应力为 35 kg/mm'. 说明材料在压

扁过程中等放应力相对于初始屈服限硬化了约 60%. 固(I)、 (2) 、{川、 (4) 分别为压扁度

为0.2%. 5.0%. 10.0%. 12.077%的等放塑性应力场.

固3为压扁度为5%.8.81%.10%.12.077%时应力应变最大的高斯点的等效应力相

等放应变的计算值与不锈钢单向拉伸实验的应力-应变关系拟合曲线的比较围，从因中可以

看出，计算值和实验值吻合良好.

固4为压扁度与比压关系曲线固.井且与O 形环力学性能测定实验的结果作了比较，从

田中可以看出，计算值与实验值吻合良好，外环的计算值比内环的计算筐略小.

利用重启动功能，分别在压扁5.09%. 8.81 %. 12. C~'l% 时卸载，计算 O 形野而回弹

量，其计算值、实验值及相对误差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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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3 不回Ii..亨的"组应力场

回号| 压all (,,) .应为

(I) I 0.2

' ~_._~:'-空?噎曹主-

411:4•,
,;i' ， l:'; 飞‘;二

℃如件乙::'
-~ .-.二叮~''''/l'.. :~--
、"'--=-""'."‘'~吾 F

~.平........=

(2> 5. 。

(3) 10.0

jJr一』子~~

|((yj1j

\:二二/如

/'价?士\?!:n
ir二甸、二-2.·'

Iil-il1·
℃:h4，/
飞马;二二~右，ν

. --'1----.字、,
~- .

-一一-叮一
ι":"‘-,'.

! ', (I

、47哩/<咱

i1

.
、
，

F

.•

I'I:":::!";" --7"""-内

，..-一-斗争'哇‘二

7.lII
F川;(11(

、7ζ呵~'t:=::-，，-- t

..
--孚二二---:~

(4) 12.017

d~~"-"方向电

., ij~~冉、‘导、

111{\)川
4;: '.~~.-r胃~-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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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520
15.

10.

0. 00'

-实验银合值

。计算值

气的矿」

应变(Yo )

图3 应力·应变关系的计算值彻实'量值的比fl

J如J;.--

-实验值

。内环的计算值

+外环的计算值

o I ~ 3 4

压扁度(Yo )

图4 压扁度与比压关系计算值与实It值的比较

寝4 不"Ii..下的圈"量及徊对诲'自

回"量
8l.~ l r.) 相对现'1 <r.>

实撞僵 tt"值
5.011 0.2H! 。.2268 5.0

8.81 0.224 0.235 4.111

12.077 0.263

考虑温度放应，核窑糟经升温.恒温、降温后，温度为100·C. 在此温度下卸就.因为

O 形环植面还不足核容精有限无分析的一个单元大，因此两个O形环考虑为均匀温度，并

按此温度下的材料性能作纯弹性计算.0形环的回弹量为0.263 mm. 回弹后的问楠变形圆

归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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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5 0 形环回弹后的同精图

该研究工作是受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委托，由重庆大学机械一系完成的.本文的实验

敷据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和重庆大学力学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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