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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对核安全壳撞击破坏效应的数值模拟 

张 涛， 方 秦， 吴 昊， 龚 自明 
(解放军理工大学 国防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7) 

摘 要 ：为 了研究大型商用客机撞击核 电站安全 壳的破坏效应，通过建立精 细化的空客 A320以及岭澳核 电 

站安全壳有限元模型，采用LS-DYNA软件对飞机撞击安全壳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A320撞击 

力时程曲线出现 3次明显的峰值，分别对应驾驶舱、引擎以及机翼(油箱)受撞击产生，其中引擎撞击导致最 

大峰值荷栽 。得到的撞击力时程 曲线形状与 已有研 究结论相似，但 因飞机型号 、质量及撞 击速度不同，撞击 

持续时间、峰值荷栽大小及出现时刻存在明显差别。在飞机速度为 100 m／s撞击下安全壳损伤严重，撞击中 

心发生局部穿透并很有可能引发核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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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n response and damage 

of nuclear containment under aircraft impact 

ZHANG Tao， FANG Qin， W【，Hao， GONG Ziming 

(College of National Defense Engineering，PLA Univ．of Sci．8L Tech．，Nanjing 210007，China) 

Abstract：To analyze the damage failure of the nuclear contain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large aircrafts，the 

refined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aircraft A320 and the Lingao nuclear containment were established．The 

process of the impact was simulated by using the commercial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LS-DYNA．The re— 

sui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noticeable peaks in the process，corresponding to the impact of the cockpit， 

engines and wings(fuel tank)respectively．The maximum peak load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impact of the 

engines．Compared with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s，the impact load-time curve is similar．But the time dura— 

tion and the peak load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or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ircraft type，mass and impacting 

velocity．Under the take—off and landing velocity of 100 m／s，containment is seriously damaged and the 

impacting centre suffers localized perforation，very probably leading to nuclear lea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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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 60年代开始，核电站遭受偶然性撞 

击成为核安全领 域的研究 热点。2O世纪六七 十年 

代主要针对轻型战斗机(质量 2O t，翼展 10 m)撞击 

进行研究。21世纪初，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大 

型商用客机(质量 80 t，翼展 40 m)偶然性撞击核电 

站安全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 

J．D．RieraL2 假设靶体是刚性的，将撞击力分为 

惯性力和压屈力两部分，推导出了刚性荷载函数 

(rigid load function，RLF)。该 函数在飞机撞击的 

理论分析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3“]。日本 Kobori研 

究中心、日本电能工业中心研究院和美国Sandia国 

家实验室联合进行了GE J-79引擎以及幻影 F_4原 

型战斗机 (Phantom F4)撞击钢筋混凝土靶体试 

验L5卅]，得到了撞击力时程曲线，验证了 Riera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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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并进行了修正。 

数值模拟主要有以下 2种方法：一是在安全壳 

上直接加载的非耦合方法，二是建立飞机和安全 

壳的有限元模型进行撞击的耦合分析方法。左家 

红[3 采用修正的 Riera函数，通过 ADINA软件对 

秦山核电站安全壳结构的动力反应进行了数值模 

拟；王晓雯等[8]根据中国核安全导则 中规定 的标 

准化荷载函数，采用非耦合方法对先进半球顶安 

全壳进行了动态响应分析；M．R．Sadique等[93基于 

5种已有的飞机撞击力时程曲线，采用直接加载方 

法对比分析了安全壳的整体响应和局部破坏。李 

笑天 等[1。]将 飞机 模 型简 化 为实体 方 块，运 用 

MSC．DYTRAN软件分析了安全壳在飞机撞击下 

的动力响应；曹健伟[1l 建立了支线飞机新舟 600 

及核安全壳的精细化有限元模型，考虑了飞机速 

度、撞击位置、安全壳材料强度及壁厚等因素对撞 

击效应的影响；R．L．Frano等[1 ]考虑了安全壳壁 

厚和预应力的影响，建立了均质铝合金飞机模型， 

分别对波音 B720等客机以及幻影 F4战斗机撞击 

安全壳的动力响应进行了数值模拟；J．Arros等n。 

通过对比波音 B747-400飞机撞击建筑物以及 Ri— 

era方法计算得到的撞击力时程曲线，也验证 了 

Riera方法的可靠性；A．Sie{ert等[1 建立了较为精 

细的 A320以及安全壳有限元模型，计算不同速度 

(80、120、160 m／s)下的撞击力曲线，但没有考虑 

钢束的影响以及详细分析安全壳的损伤破坏。 

总的来看，已有的数值模拟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没有建立飞机有限元模型，而是直接利用 Riera 

方法或标准化的荷载函数直接加载；(2)建立的飞机 

模型过于简化，没有考虑飞机的刚度和线密度分布； 

(3)建立精细化的飞机模型，但所选机型数量较少且 

吨位较小；(4)没有考虑钢束的影响并缺乏安全壳损 

伤破坏的详细分析。 

本文以A320飞机和岭澳核电站安全壳为研究 

对象，针对已有数值模拟研究的不足，建立了飞机及 

安全壳的精细化有限元模型，在模型中考虑了飞机 

的主要结构(地板纵横梁、隔框、桁条、蒙皮、起落架 

和引擎等)和主要附加荷载(燃油、乘客、行李、座椅 

设备等)，利用 LS-DYNA软件模拟分析安全壳的局 

部破坏和整体响应。 

1 模型建立 

1．1 核安全壳模型 

岭澳核电站安全壳外形尺寸如图 1所示，安全 

壳由圆柱形筒体和半球形穹顶组成。壳体内部布置 

了钢束，空间布置形式如图 2所示，筒体内布置环向 

和竖向钢束，穹顶钢束与竖向钢束合二为一，绕过穹 

顶呈倒 U字形布置。 

卜 
图 1 核安全壳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nuclear containment 

图 2 钢束空间布置 

Fig．2 Spatial arrangement of steel truss 

钢筋混凝土有限元模型采用整体式建模方法，单 

元类型采用六面体实体单元，尺寸划分为 0．6 m× 

0．6 mX0．1 m，并对距离地面 10~30 m 的环形撞击 

区域进行加密，单元为边长0．1 m的立方体。 

环向钢束共 223束(19T16型)，每束施加拉力 

4 000 kN；竖 向及穹顶钢束合二为一，共 144束 

(36T16型)，每束施加拉力 8 000 kN[1 ，环向、竖向 

和穹顶钢束都采用长度 150 mm的二力杆单元。钢 

衬里单元采用 6 mm厚的薄壳单元，二维划分形式 

同钢筋混凝土部分。 

1．2 飞机模型 

A320飞机有限元模型总质量 74 000 kg，由 

28．8万个梁单元、壳单元和光滑粒子流体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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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othed particle hydrodynamics，SPH)单 元 (模 

拟燃油)组成。空客 A32o的相关参数如表 1所示， 

有限元模型如图 3所示 。 

表 1 空客 A320的相关参数 

Tab．1 Related parameters of A320 

部件 参数 部件 参数 

机长／m 37．57 动力装置／t 2×2．36=4．72 

翼展／m 34．10 载客质量／t 150×0．07=10．50 

机高／m 11．76 最大燃 油质量／t 21．00 

航速
S- 1 28。 最大起飞质量／t 78．0O 

燃油密度 750 kg／ma，相关参数见文献E19]。 

3 计算方法 

钢衬里壳单元与混凝土最内层体单元共节 

点，钢柬和混凝土分离建模，忽略了钢束与混凝土 

之问的黏结滑动摩擦效应，安全壳底部固支。接 

触算法采用 侵蚀 面面接 触 (Contact—Eroding—Sur— 

face
—

to
— Surface)，该方法在单元失效删除后仍能够 

较好地处理接触。SPH单元采用自动点面光滑接 

(c)机身 (d)引擎 

图 3 空客 A320有限元模型 

Fig．3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A320 

2 材料模型参数 

混凝 土材料按 C50考虑 ，采用 K&C(Mat—Con— 

crete
—

Damage
— REL3)材料模型，泊松比取 0．2，其 

余参数参见文献[16]。 

钢束、钢衬里、航空铝合金，航空钛合金和超高 

强度钢均采用塑性随动硬化模型(Plastic—Kinmat- 

ic)，并考虑应变率效应 和材料失效 “ ，材料参数 

如表 2所示 。 

表 2 金属材料参数 

Tab．2 M aterial param eters of metal 

材料 型号 翌 
GPam 

泊松比旦 
IVl a

堕 
‘Kg · r 

钢束 19／36T16 7850 190 0．29 1770 

钢衬里 SA5 16Gr70 7850 200 0．29 485 

铝合金 2024一T3 2700 73 0．33 500 

钛合金 Beta一21S 4500 105 0．33 1277 

超 强钢 300M 7870 205 0．28 2000 

燃油采用 SPH光滑粒子算法，材料模型为 Mat— 

Null，状态方程为ECKS Gruneisen。但燃油的状态方程 

参数难以获得 ，对于仅模拟撞击抛洒过程，用水的状态 

方程参数代替不会引起较大误差，且材料密度仍采用 

机起降时 ，根据国家 

核安全局颁布的《核电厂厂址选择的外部人为事件 

(HAF-0105)》的建议，本文选取客机起降速度(100 

m／s)作为撞击速度。考虑最大撞击力，使飞机轴线 

及速度方向均垂直于安全壳筒体，撞击中心高度为 

2O m 。 

4．1 撞击力时程 曲线 

计算得到的撞击力时程曲线如图 4所示，可以 

看到撞击力出现 3个明显的峰值，分别对应驾驶舱、 

引擎和机翼(油箱)3个质量和刚度相对较大部位的 

撞击。 

100 

80 

Z 

60 

-

R 

粪40 

20 

0 

0 0．1 02 0．3 0．4 

时间，s 

图 4 A32O撞击力时程曲线(100 m／s) 

Fig．4 Impact load-time curve of A320(i00 m／s) 

首个撞击力峰值出现在 0．02 S左右，约为 45 

MN；之后 由于机身的质量和刚度相对驾驶舱较小 ， 

撞击力下降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在 15 MN上下 

波动；在 0．1 S时，机身内部油箱撞击安全壳，撞击 

力又达到一个新的稳定值，约 2O MN；在 0．15 S左 

右 ，引擎撞击安全壳，荷载峰值陡升到约 95 MN；在 



338 解 放 军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第15卷 

0．17 S时，机翼和其内部油箱撞击安全壳，出现第 3 

个荷载峰值 55 MN，由于体量较大衰减也相对缓 

慢；在 0．28 S后，线密度较小的机尾撞击安全壳，撞 

击力降低到 6 MN左右。在 0．34～0．40 S期间，尾 

翼及其内部油箱撞击安全壳，因此曲线出现较明显 

波动，数值也有所增大。 

与已有文献得到的飞机(B707—320 ，Phantom 

F4 L5 和 A320 L1 )撞击力时程曲线相比(图 5)，可以 

看出曲线形状大体相似，但由于飞机型号、质量和撞 

击速度不同，撞击持续时间、峰值大小(数量)和出现 

时刻有较大差别。 

⋯ ’ B707—320
—

103 m／s
一

91 
— — PtmIt0m F4 215rigs 18 
⋯ · -

A320 120nYs 77 
— — A320 100 m／s 74 t(本文，有预应力 

0 0．1 0．2 0．3 0．4 

时间，s 

图 5 4种飞机的撞击力时程曲线 

Fig．5 Impact load—time curves of four aircrafts 

幻影 F4战斗机虽然尺寸和总质量小于大型客 

机，但其质量较集中，纵向刚度和撞击速度较大，因 

此撞击力相对最大(约 160 MN)，而撞击持续时间 

相对最短 (约 0．08 s)；B707—320客机 由于机翼和引 

擎布置更靠后，因此 Riera推导的撞击力最大峰值 

出现更晚(约 0．22 s)；与本文相 比，Siefert的 A320 

客机撞击速度更大，因此其撞击力最大峰值出现得 

更早(约0．14 s)，撞击持续时间更短(约0．3 s)。由 

于 3种客机的质量和撞击速度相近，因此撞击力最 

大峰值相差并不大(小于 l0 9／6)。 

从本文撞击力曲线可以看出，由于引擎布置突 

出于机翼，且引擎撞击峰值持续时间很短(0．O1 s)， 

而机翼和其内部油箱共同撞击时荷载才能达到峰 

值，因此引擎和机翼(油箱)撞击会导致 2个独立的 

荷载峰值 。 

4．2 飞机的损伤破坏 

飞机在不同时刻的损伤破坏情况如图 6所示。 

可以看出，由于纵向刚度不是客机结构设计的重点， 

飞机变形严重，在 0．4 S时机身几乎全部被压碎，燃 

油大面积抛洒 。 

(c)0·3 s (d)0．4 s 

图 6 A320飞机不同时刻的变形 

Fig．6 Damage of A320 at different time 

4．3 安全壳的位移响应 

用飞机撞击中心钢衬里位移来表征安全壳在撞 

击区域的位移响应。钢衬里最大位移时程曲线如图 

7所示 。 

趟 
缶}{ 

麓 
器 

时间／s 

图 7 钢衬里时程曲线 

Fig．7 Displacement curve of steel lining 

可见，在0．27 S左右位移达到最大值，且最大值 

超过 1．5 m。此时撞击位置的混凝土完全破碎，而钢 

衬里虽然发生较大变形，但因其延性较好，且位移变 

化过渡区域较大(如图8所示，竖直和水平方向过渡 

长度分别达到 45、16 m)而未被穿透破坏。徐征宇[20] 

对 Boeing737(54 t)以 100 m／s的速度撞击 AP1000屏 

蔽厂房(O．914 m厚的混凝土双面包12．7 mm厚的钢 

衬里)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得出撞击部位的最大位移 

约0．91 m，与本文结果有较大可比性。 

在 0．27 S时钢衬里沿竖直方向和水平圆弧方向 

远离撞击中心的位移曲线如图8所示。 

由图 8(a)可见，在撞击中心区域钢衬里位移最 

大，安全壳底部因固支而没有发生位移，在筒体顶端 

位移基本衰减为0。由图8(b)可见，钢衬里水平位 

∞ 加 加 ∞ ∞ ∞ ∞ ∞ O 

吝 R佰摹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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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随着远离撞击中心而迅速衰减，在距离撞击中心 

约 8．0 ITI时 已非 常 小。由 于 2台引 擎 (相距 

约 10．0 m)的撞击，钢衬里位移在距离撞击中心 

4．0 1TI左右时出现平台(位移衰减缓慢段)，钢束导 

致的筒体变形以及引擎的偏转使平台比引擎位置更 

接近撞击 中心 。 

g 
、 、  

疽 

崩 

絮 
器 

g 
＼  

母}】 

絮 
鼹 

简体高度／m 

(a)竖直方向 

到撞击中心距 离， 

(b)水平方向 

图 8 安全壳变形曲线 

Fig．8 Deformation of steel lining 

4．4 钢筋混凝土壳体的损伤破坏 

钢筋混凝土壳体的损伤如图 9所示。可见，在 

飞机直接撞击区域混凝土损伤破坏严重，在 0．4 S 

时压碎 面积达到约 130 In ，局部被完全穿透 ，并沿 

壳体厚度方 向产生局部层裂。 

钢束的变形在混凝土内引起局部应力集中，导 

致横向和竖 向条状损伤区。粗网格与加密网格之间 

的尺寸差异造成损伤过渡不太平滑，但并不影响对 

局部损伤的分析 。 

(a)正视图 

(b)水平削视 

图 9 安 全壳损 伤破 坏情 况(O．4 s) 

Fig．9 Damage of containment att= 0．4 S 

4．5 钢衬里的损伤破坏 

在 0．4 S时，钢衬里的等效塑性应变如图 10所 

示，由于钢衬里对混凝土的损伤剥落起到了限制作 

用以及受到引擎的近似点状撞击，因此钢衬里的变 

形存在褶皱而不是平滑的凹陷。 

图 1O 钢衬里撞击区域等效塑性应变图(o．4 s) 

Fig．10 Plastic strain diagram of damaged steel lining at t= 

0．4 S 

5 结 论 

本文选用岭澳核电站安全壳和 A32O客机作为 

分析对象进行了撞击破坏效应的数值模拟，主要结 

论如下 ： 

(1)本文计算得到的撞击力 曲线与现有研究成 

果虽然形状大体相似，但由于飞机型号、质量和撞击 

速度不同，撞击持续时间、峰值荷载大小及出现时刻 

存在明显差别；本文计算得到的撞击力时程曲线中 

有 3个明显峰值，分别是由于驾驶室、引擎和机翼 

(油箱)撞击所致。 

(2)在撞击过程中飞机发生较大变形，机身几乎 

全部被压碎，燃油大面积抛洒；安全壳混凝土发生严 

重破坏，损伤面积约达 130 ，并且局部被穿透；钢衬 

里撞击中心最大位移超过 1．5 In，并产生较大等效塑 

性应变 ，远超过规范值 ，密闭性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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