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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结构承载实验与设计计算
高晋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摘要：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跨度大，结构不均匀度大幅增加，结构稳定性设计计算面临挑战。以
22×104 m3 特大型储罐穹顶为研究对象，设计了 1:25 几何相似穹顶模型，基于惯性矩相似制作模型
钢结构杆件，遵循荷载等效和应力一致原则实现模型相似荷载加载，以模拟实际储罐工况。储罐穹
顶的静力加载和稳定性实验的结果表明，储罐作业工况不会导致穹顶失稳，实验穹顶可发生弹性失
稳。对比穹顶有限元分析结果，稳定性计算的线性特征值屈曲分析误差较大，考虑初始缺陷的双重
非线性分析结果精度较高且保守，验证了有限元分析的有效性。基于上述结论，设计了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结构稳定性计算方法，获得储罐穹顶的极限承载力和设计稳定容许承载力，相关成果可为
后续特大型 LNG 储罐的实际工程建设提供参考。（图 7，表 6，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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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ing experiment and design calculation of dome structure
of extra-large LNG storage tank
GAO Jin
SINOPEC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Abstract: As the dome of an extra-large LNG storage tank has a large span and the structural non-uniformity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challenges are imposed to the design calculation of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Herei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dome of a 22×104 m3 extra-large storage tank. Specifically, a 1:25 geometrically similar dome model
was designed, the model steel members were made based on the similar moment of inertia, and the similar load was
applied to the model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load equivalence and stress consistency, so as to simulate the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s of tank.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static loading and stability of the tank dome,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storage tank would not lead to the instability of the dome, while elastic instability may occur to the
experimental dome.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the dome, the linear eigenvalue buckling
analysis of stability calculation has a larger error, and the double nonlinear analysis results considering the initial defects
are more accurate and conservative, which verifies the validity of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ence, a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the dome of an extra-large LNG storage tank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o
obtain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allowable bearing capacity for design stability of the tank dome. Additionally,
the relevant achievemen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f extra-large LNG tanks in the
future. (7 Figures, 6 Tables, 20 References)
Key words: LNG, tank dome, stability, similar experiment, design calculation

LNG 储罐作为存储 LNG 的重要载体，其安全运

罐向大容量方向快速发展[2]，中国 22×104 m3 特大型

行对整个 LNG 产业链的顺畅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LNG 储罐已在建设之中。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跨度

[1]

用 。近年来，随着天然气应用的不断深入，LNG 储
网络出版时间：2022-07-28T15:38:39

大，相比于小储罐的穹顶结构，其不均匀度增大，缺陷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093.TE.20220728.1348.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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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更为明显，稳定性问题更为突出，结构设计计算面临严
峻挑战。
当前对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的分析计算主要采
用有限元方法。唐广庚[3]利用 ANSYS 软件，分别对
20×104 m3 大型 LNG 储罐钢穹顶的稳定性、穹顶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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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原型及缩尺模型参数表

模型

曲率半径/mm

跨度/mm

矢高/mm

穹顶原型

88 000

88 000

11 780

缩尺模型

3 520

3 520

472

土浇注过程以及重要结构地震响应进行了计算；
翟

持实验模型与原型的惯性矩相似[11]。为满足此要求，

希 梅 等[4]针 对 16×10 4 m 3 的 LNG 储 罐 穹 顶 的 带 钢

首先在构建模型时采用与原型一致的材料。由于惯性

板网壳结构建立了精细化有限元模型，并提出合理

矩比为四次方关系[12]，若完全采用几何相似，原型中

的施工阶段稳定性分析方案；
谢剑等 [5]采用 ANSYS

H 型钢梁截面按比例缩小后无法加工，故根据惯性矩

软件建立大型预应力混凝土 LNG 全容罐的外罐实

相似原则，以截面 14 mm×4 mm 的矩形钢梁代替原型

体模型，并对储罐穹顶应力及变形影响因素开展了

中的 H 型钢梁，保持模型与原型面积成比例[13-18]。缩

分析；
Shi 等[6]采用电阻应变片技术测量了大型油罐

尺模型由 6 圈环梁、6 根主纵梁、3 圈加强肋交叉构成

罐壁和罐底的应力，并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对储罐进

网壳结构（图 1），跨度 3.520 m，矢高 0.472 m，模型上

[7]

行应力分析；
Shen 等 基于罐顶在存在缺陷情况下的

设置有加载点和拉力、位移测量点。

不同荷载工况建立有限元模型，对该罐顶进行屈曲
临界荷载评估，制定了合理的修复方案；
Zhang[8]应用
ABAQUS 软件开展了大型 LNG 储罐顶梁框架及衬
板系统的建模，并对其受力与稳定性进行了计算分析；
Burgos 等[9]采用线性分析与几何非线性分析相结合的
有限元方法，分析了储罐结构在压力作用下的响应。
上述研究对开展 LNG 储罐穹顶结构的设计计算
具有参考作用，但已有研究中仍非常欠缺相关实验的
支撑，设计计算的准确性有待检验和规范化。在此，以
22×104 m3 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为研究对象，通过开

（a）模型设计图

展结构的相似比例承载实验，验证所建立 LNG 储罐
穹顶缩尺有限元模型的合理性，并将其扩展到等比例
模型，提出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稳定性的设计算法。
利用该算法，成功求得该储罐穹顶的稳定容许承载力，
计算流程及方法可为未来特大型 LNG 储罐的设计提
供借鉴。

1

穹顶结构承载缩尺模型实验

1.1

缩尺模型设计
根据文献 [10] 推荐，并结合实验场地限制，以 1:25

作为几何相似比例，由某 22×104 m3 特大型 LNG 储
罐的大跨度穹顶尺寸，确定穹顶肋环型网壳实验缩尺
尺寸（表 1）。

（b）实物照片
图1

1.2

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结构缩尺模型设计图及实物照片

荷载工况
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荷载为均匀荷载，包括结

构自重、混凝土浇注、钢筋自重、活载等，在实验中难

储罐穹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局部梁受弯致使刚度

以完全实现。为通过实验对所受荷载进行模拟，根据

急剧弱化而引起的失稳。对于受弯梁失稳，梁应力主

JGJ 7—2010《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中的外荷载静

要与截面惯性矩有关，因此在几何相似的基础上需保

力等效原则，以均布集中荷载等效均匀荷载。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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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置 9 个加载点，均匀布置在 1 环环梁和 3 环环梁的

结构承载实验

受力关键位置上，实验中同步加载相同荷载，并在易变

基于原型荷载，开展穹顶结构模型承载实验，包括

形位置设置 2 个测量点，利用拉力及位移传感器对受

静力加载实验和稳定性实验。静力加载实验按照荷载

力及变形数据进行测量。

由小到大的方式逐级加载，先施加较小的初载，初载施

根据实际荷载，建立实验模型荷载相似原则，即依

加完毕后将仪器调零并同时记录应变仪、位移传感器、

据实验模型与原型在各对应点所受的荷载大小成比

拉力传感器的读数，而后顺次加载其他荷载，每次加载

例、方向一致的相似原则，根据集中荷载相似常数设计

后稳载 5 min。根据所获应变值计算应力变化，
得到加

实验模型荷载（表 2），其中集中荷载相似常数 S

[12]

载时各加载点应力数据（表 3）
，
可见实验中各加载点应

定

义为：

力均未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且穹顶模型未发生失稳
现象，
储罐穹顶荷载工况不应造成储罐运行安全问题。

QM 2
S＝
S S
QP l σ

（1）

稳定性实验基于静力加载实验进行，在实验过程

式中：Q M、Q P 分别为模型荷载、原型荷载，kN；S l 为几

中逐渐增大荷载，直至穹顶模型出现失稳现象。失稳

何相似常数；S σ 为应力相似常数。

时模型竖向位移发生较大变化，局部出现明显塌陷，卸

表2

载后塌陷回弹。穹顶大多为钢结构，强度高，杆件细

各类型原型荷载与相应模型荷载表

长，截面较小，组成的板件宽而薄，极易因外荷载过大

荷载/kN
原型
模型

荷载类型

使结构的应力或应变达到材料极限并最终失稳。模型

12 684.816

0.039

梁结构和钢板自重、外圈钢筋布置荷载 31 702.324

0.104

梁结构和钢板自重、内圈钢筋布置荷载 13 967.098

0.032

梁结构和钢板自重、浇注第一阶段荷载 157 481.460

0.313

行 4 次平行实验，
获得各次失稳时的极限承载力（表 4）
，

梁结构和钢板自重、浇注第二阶段荷载 28 360.678

0.340

取均值 0.653 kN 作为稳定性实验中模型的平均极限

梁结构和钢板自重

失稳位置处于纵环梁的交叉点，
该处经焊接后加工精度
降低，且其曲率半径明显偏离其他位置，几何均匀度最
差，故于该处发生失稳。为排除实验的偶然性，先后进

承载力。

注：穹顶浇注方式为分环浇注，浇注厚度沿径向由内环向外环递减。

表3

第 1 次静力加载后穹顶模型各加载点应力统计表
加载点应力/MPa

荷载/kN

1

2

3

4

5

6

7

8

9

0.039

-14.49

-11.34

-12.18

-14.07

-13.02

-12.60

-7.14

-11.34

-6.72

0.104

-16.38

-13.02

-13.65

-15.75

-14.91

-14.28

-7.98

-12.60

-9.45

0.032

-33.39

-39.27

-35.28

-37.17

-36.12

-31.08

-21.42

-27.30

-25.41

0.313

-103.53

-97.65

-99.33

-102.69

-99.96

-94.92

-54.60

-80.85

-75.60

0.340

-123.27

-111.72

-119.49

-120.12

-110.88

-108.36

-67.62

-99.75

-95.13

注：负号表示应力方向与横截面作用面外法线方向相反。

表4

稳定性实验所获穹顶模型失稳极限承载力统计表

模拟梁及加强肋，并对支座处的边缘梁单元节点施

实验序号

极限承载力/kN

实验序号

极限承载力/kN

加全约束。设置钢材的弹性模量为 2.1×10 5 MPa、

1

0.607

3

0.712

切 线 模 量 为 2.1×10 3 MPa、泊 松 比 为 0.3、密 度 为

2

0.653

4

0.640

7 850 kg/m3，梁、加 强 肋 的 屈 服 强 分 别 为 275 MPa、
355 MPa。

2

穹顶稳定性有限元分析及验证

2.1

模型建立
利用 ANSYS 软件建立缩尺有限元模型（图 2），

尺 寸、形 式 与 缩 尺 模 型 一 致，采 用 BEAM188 单 元

2.2
2.2.1

结果验证
静力加载实验
对比应变静力加载实验值与有限元计算值（表 5）
，

二者的相对误差为 9.091％~12.042％。鉴于有限元
方法无法完全反映实验模型中存在的材料不均、尺寸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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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JGJ 7—2010 确定初始缺陷取值，在有限元
计算中，材料非线性采用 BKIN 双线性随动强化模
型实现，几何非线性利用大变形完成 [19-20]。计算得
到非线性全过程中最大位移点的荷载-竖向位移曲线
（图 4），荷载极大值点即为极限承载力，为 619 N。将
利用线性分析和非线性分析方法得到的极限承载力与

（a）网壳框架模型

实验数据进行对比，计算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表 6），
可见线性分析结果误差偏大，难以直接应用；
非线性分
析得到的极限承载力保守且略低于实验值，与实验结
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b）局部细节
图2
表5

特大 LNG 储罐缩尺穹顶有限元模型图

穹顶静力加载实验应变值与有限元计算值对比表
应变

实验序号
1

实验值

相对误差

计算值
-240×10

-6

-6

-200×10

-6

9.290％

-6

10.156％

-6

11.468％

表6

-6

12.042％

-6

分析方法

11.297％

-220×10

-6

2

-183×10

3

-256×10

-6

-282×10

4

-218×10

-6

-243×10

5

-191×10

-6

-214×10

6

-239×10

-6

-266×10

9.091％
图4

线性
非线性

不一致等非线性影响，且仪器测量存在客观误差，数值
读取可导致主观误差，可认为有限元验证总体误差处

3

非线性过程中最大位移点荷载-竖向位移曲线
不同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结果误差统计表
极限承载力/kN 绝对误差/kN
0.877
0.619

224
-34

相对误差
34.300％
-5.210％

设计计算方法及实例

于可接受范围。
2.2.2

稳定性实验

根据实验和有限元分析结果，结合工程实际，提

常用稳定性计算方法包括线性特征值屈曲和非线

出 基 于 ANSYS 的 特 大 型 LNG 储 罐 穹 顶 结 构 设 计

性有限元计算方法，在此分别应用两种方法对模型进

计 算 流 程（图 5）。 考 虑 穹 顶 结 构 的 失 稳 特 性，利 用

行计算。施加竖直向下的单位荷载扰动，进行特征值

可 计 算 扭 曲 变 形 的 BEAM188 单 元 进 行 梁 计 算，以

屈曲分析，得到第一阶弹性屈曲荷载（即极限承载力）

SHELL181 单元进行钢板计算，并采用表面效应单元

为 877 N，并获得相应的屈曲模态（图 3），可见穹顶在

SURF154 施加不同荷载工况。在特征值屈曲求解阶

顶部发生失稳，失稳位置呈对称分布且方向相反。

段，定义特征值提取方法为 LANB，施加单位面荷载，
读取一阶模态的屈曲荷载及位移。在非线性屈曲分
析阶段，利用双线性随动强化模型 BKIN 描述材料的
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
以穹顶跨度的 1/300 引入缺陷
表征穹顶自身的非线性；
在有限元模型中，通过特征
值屈曲一阶模态位移与缺陷的乘积值修改原模型节
点坐标以计算非线性；
计算中，以特征值屈曲一阶模态
屈曲荷载的 1.3 倍作为荷载计算上限开始非线性循环
计算。

图3
1178

穹顶第一阶弹性屈曲模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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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大跨度穹顶结构有限元计算设计流程图

型 LNG 储罐穹顶的有限元模型（图 6），对其进行大跨
度穹顶结构设计稳定性计算。该储罐穹顶由钢板铺于
型钢加劲肋上构成，在地面拼装焊接完成后通过气顶
升进行安装固定，并作为浇筑模板参与施工，衬板厚度
为 6 mm。

图7

某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非线性分析位移-竖向荷载曲线

据 JGJ 7—2010，取安全系数为 2，得到该穹顶结构的
（a）穹顶钢板模型

设计稳定容许承载力为 4 730 N/m2。

4

结论
（1）建立了总体 1:25 几何相似、组成杆件惯性矩

相似、实际工况应力荷载相似的特大型 LNG 储罐穹
顶结构缩尺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开展了储罐穹顶的静
力加载和稳定性实验，结果表明，在作业工况下，穹顶

（b）有限元模型细节
图6

某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有限元模型图

失稳形式为弹性失稳，储罐正常作业不会导致穹顶发

设置初始缺陷取值为跨度的 1/300，即 0.293 m，根
据特征值屈曲一阶模态，进行非线性屈曲分析，得到
全过程位移-竖向荷载曲线（图 7），可见该特大型 LNG
2

储罐大跨度穹顶结构的极限承载力为 9 450 N/m 。依

生破坏性失稳。
（2）以缩尺模型为基础，建立穹顶结构缩尺有限
元模型，计算结果与静力加载实验结果在应力、应变、
位移等方面一致性较好。线性特征值屈曲分析得到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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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极限承载力偏差较大，相对误差 34.300％；
考虑初

construction defect based on ﬁnite element method[J]. Procedia

始缺陷的双重非线性分析结果有很好的精度，相对误

Engineering, 2015, 130: 390-399.

差-5.210％，
可见储罐穹顶有限元分析模型及方法具备
有效性。
（3）基于缩尺模型的实验结果与有限元分析结果，

[8] ZHANG C. A design algorithm used for the roof frame and
liner system of extra-large LNG storage tanks[J]. Natural Gas
Industry B, 2018, 5(3): 276-281.

将模型建立及计算方法推广至等比例穹顶结构有限元

[9] BURGOS C A, JACA R C, LASSIG J L, GODOY L A.

模型，并应用于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结构的设计计

Wind buckling of tanks with conical roof considering

算之中，提出了特大型 LNG 储罐穹顶结构稳定性计

shielding by another tank[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4,

算方法，包括有限元建模要点、荷载施加方式、非线性

84: 226-240.

计算流程，可为实际工程极限承载力和设计稳定容许
承载力计算提供支持。

[10] 马玉彬，纪金豹，闫维明. 试件脆性破坏致试验机振动机理的
模型试验研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0，46（5）：483-489.
MA Y B, JI J B, YAN W M. Scale model test of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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