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态和动态管道应力分析软件

ROHR2



ROHR2这款软件由德国的SIGMA公
司开发，ROHR这个单词在德语中就
是管道的意思，该公司拥有40年的管
道工程经验，一直从事ROHR2软件的
研发、培训和技术支持以及相关工程
项目。众多国际的知名工程公司，以
及化工能源，电力，石油化工行业的
工程师们，都非常信赖ROHR2的品质，
并且该软件也被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
委员会列为核安全分析认证程序。

ROHR2WIN的图形显示界面是ROHR2的前、后处理界面。所有的数据输入都在ROHR2WIN中完成。

这是一个常被我们客户所提及的问题

为什么选择R2

ROHR2 软件介绍

ROHR2 图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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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管道应力分析规范

ROHR2支持多个管道应力分析规范，并且支持客户根据不同项目的需求选择使用最新版本还是较老的版本。软
件还支持应力结果报告显示计算过程，这样方便用户更加清晰的了解计算规范。

用户可以通过鼠标或对话框输入分析所需的全部数据；
所有的输入都会以图形显示；
自动生成所有的操作记录并可以自动形成报表。



数据库

ROHR2 软件包括应力分析规范有

Steel pipes
金属管道

GRP Pipes
玻璃钢管

Steel frameworks
钢结构

Vessels
压力容器

ASME B31.1, B31.3, B31.4, B31.5, B31.8
EN 13480, CODETI, STOOMWEZEN D1101,
FDBR, VGLSR Equivalent stresses
according to von Mises and Tresca

ASME Cl. 1, ASME Cl. 2, ASME Cl. -3
KTA 3201.2, KTA 3211.2
RCC-M Cl.1, RCC-M Cl.2, RCC-M Cl.3

EN 13941, AGFW, AGFW FW401

ISO 14692, KRV, WAVISTRONG GFK
British Standard 7159

VGLSP (Stress analysis for Structural Steel Sections)

ASME Section VIII Div. 2
EN 13445-3      
AD2000-S6

Offshore
海洋管道

Buried pipes
埋地管线

Nuclear Power
核电

B31.4 Chapter IX, B31.8 Chapter VIII

ROHR2含有丰富的、完整的数据库。用户也可以自定
义数据库。其中弹簧标准，软件支持国内能源部的最新
弹簧标准库 。

这些数据是根据技术标准规定或者由生产厂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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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组合05

直管，弯管
大小头，管帽

弹簧支架

粘滞阻尼器

膨胀节

三通

法兰，盖板

数据库

支持的
荷载类型

风/冰/
雪荷载

摩擦力

重力 热膨胀

动态
荷载

点荷载
集中荷载

线荷载
均部荷载

内压

ROHR2 静态和动态管道应力分析软件



06 分析功能

    ROHR2有着十分人性化的工况编辑和管理界面，
    所有的工况（包括偶然工况）软件都可以自动组合计算。不需要用户再进行很繁琐的工况编辑。
    极值计算部分，软件自带先进的组合计算方法，组合出可能存在的最危险的工况荷载，同时用户也可以自定
义极值组合。

     应力分析
    可以通过多种的校核规范对管道组件的应力进行分析计算；
    可以对钢结构进行应力分析；
    管道和钢结构一体的复合模型，可得到管道-钢结构非线性作用计算和图形结果；
    等效应力（Von Mises）应力分析；
    考虑到线性、非线性（摩擦、间隙、托空）等边界条件的作用。

    ROHR2会基于全部荷载工况对所有的法兰进行自动分析。用户可以
缩减载荷工况数量；
    校核标准包括EN 1591-1, EN 13445-3, ASME VIII；
    根据分析需求，自动生成荷载组合；
    包含了法兰、螺栓和垫片的标准数据库；
    自动生成计算报告，包含了法兰校核和螺栓的拧紧力矩的计算。

静态分析

法兰泄漏校核

工况编辑

    支持ASME B31.1，ASME B31.3，EN13480, 
AD2000的分析规范
    直管，弯管，三通的分析
    自动生成相应的计算书

内压分析

ROHR2 静态和动态管道应力分析软件



    具有轴向、横向，压力平衡等的膨胀节数据库；
    建模十分方便，能够精确模拟出波纹管，拉杆，铰链的相互作用；
    自动计算由压力引起的盲板力；
    每个膨胀节都具有详细的结果数据表；

膨胀节设计

    ROHR2 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都是在一个界面下。方便查看和操作；
    可以动态显示相应频率下的振动趋势；

模态分析

动态分析

地震动态分析

    地震反应谱分析和独立支承运动（包括固支运动）。包
括独立支承运动以及NRC和UBC地震谱；
    OBE—运行基准地震工况，SSE —安全停运地震工况。

    弹簧自动设计与评估(支持热态吊零和冷态吊零)；
    ROHR2会对所有荷载工况及组合工况进行许用位
移检查；
    支持考虑摩擦力的弹簧设计，不需要复杂建模，只
需要设计时给定摩擦系数即可；
    ROHR2自动生成弹簧报告和相应系统的弹簧数据表。

弹簧设计

    ROHR2自带隔而固粘滞阻尼器的标准数据库；
    通过阻尼系数的定义准确模拟出粘弹性阻尼器能量
耗散特性；
    通过麦克斯韦模型建立非线性粘弹性模型曲线；
    自动输出粘滞阻尼器报告。

粘滞阻尼器设计



其他功能

水锤动态分析

    用户可以选择自动标注或者手动标注；
    允许用户添加尺寸，焊点，以及其他参数设置，例
如标高，或者用户自定义文本和图形；
    编辑输出材料表。

    动态计算；
    直接积分法；
    与CFD软件的接口。

ROHR2ISO

    ROHR2fesu为用户提供了用壳单元分析，并很方
便地对特殊单元完成建模；
    完成有限元结构和与其连接的管系的耦合分析；
    简便易操作的参数化建模和网格划分；
    快速的求解；
    自动的应力分析和生成有限元分析报告。

ROHR2fesu（有限元模块）

    规范中没有包含的特殊组件
（1）特殊三通，如Y形三通；
（2）具有变壁厚的大小头；
（3）十字交叉的结构；
（4）含加强板的假管支撑；
（5）超过WRC297/107范围的柔性管口。

ROHR2有限元分析报告

    应力规范中，过于保守的应力增大系数
（1）对于大口径管道；
（2）对于过大或者过小径厚比的管道；
（3）对于荷载合成；

    应力规范中，过于不准确的柔性系数

ROHR2有限元分析模块

什么时候需要使用ROHR2fesu? ROHR2先进的有限元计算流程
ROHR2

管道模型

定义管道部件结构

定义载荷工况
+计算

梁单元应力分析

管道应力

局部有限元模型

刚度矩阵

壳单元应力分析

单元应力

局部应力

交接处点荷载

ROHR2fesu



直接积分法是对完全耦合的运动方程进行求解，在瞬
态分析中可以考虑非线性性质的边界条件。

它允许整合管系中所有的非线性组件到动态分析中，
例如减震器和阻尼器。

ROHR2stoss（直接积分法）

07 应力报告

ROHR2有十分优秀的应力报告编辑器
    ROHR2自带多个应力报告模版，支持自定义报告模版；
    可以自动生成中文界面的应力报告；
    支持生成动态分析报告；
    支持应力图形报告，包括应力云图，位移趋势图，特征
值振型图，动态曲线图等。

08 软件接口 ROHR2软件有多个输入，输出接口

第三方软件接口

整合的ROHR2软件支持

第三方接口软件。为用户

提供关于数据导入和导出

到ROHR2的建议。

与CAD系统的接口 

- PCF 

- AVEVA PDMS 

- Intergraph PDS ,SP3D

- AUTOPLANT PXF 

- PASCE 

- SDNF 

与CAE系统的接口

- CAESAR II 

- PIPENET 

- PIPESTRESS

- KWUROHR (Siemens)

动态流体力学软件接口

可以导入动态流体力学

软件计算出的随时间变

化的流体锤力

支持DRAKO 和 INROS

输出文本格式。

支吊架设计接口

ROHR2的输出数据可以

导出到吊架和支架的设计

软件中，包括LICAD 

(LISEGA GmbH), 

CASCADE 和FLEXPERTE 

(Witzenmann GmbH)。

模态叠加法 直接积分法

+运动方程是去耦的，求解速度很快

+当仅需少量模态来描述响应时有效

±需要模态解中的特征向量

+对大多数问题都有效

±不需要特征向量然而大多数动态分析是从模态
求解开始的

-完全耦合的运动方程，求解很费时间

-只用于线性分析，不能有非线性性质 +在瞬态分析中允许有非线性性质

-决定要使用多少个模态是比较困难的，很少几个
模态可能得到良好的位移结果，但只能得到很差的
应力结果

+决定积分时间步长Δt比决定要叠加的模态个数

更为容易



北京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创业路8号
群英科技园4号楼3层B区 (100085)
电话:010-82781726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吉泰路666号
福年广场2号楼1906室（610041）
电话:028-86513466

长沙分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华章路湘江豪庭
1栋1单元2402 (410008)
电话:0731-89927108

常驻办事处  南京 武汉 西安 沈阳 乌鲁木齐

网站: www.dms365.com
咨询热线:400-016-0989

北京

乌鲁木齐
沈阳

长沙

南京 上海

武汉成都

西安

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美盛”，
股票代码：430311）是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大数据管
理及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存量资产管理和价值提升
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公司致力于通过自主核心技术，
为基础设施领域客户提供工程（EPC）及运维（MRO）
领域一体化软件系统和工程优化解决方案。

公司是PCA & Fiatech ISO15926（国际基础设施数据
规范组织）和BuildingSMART组织成员，采用国际主
流的数据标准，并结合移动互联网技术，兼容主流的
建筑信息模型（BIM）及数字工厂（PIM）系统。为国
际国内客户提供可视化工程云协同、数字化移交、
HSE管理和可视化运维等多种服务。

公司拥有超过200人的软件和工程服务团队，多个服
务网点覆盖全国，为客户提供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
整体解决方案，涵盖招投标、概念设计、详细设计、
施工建设、运行维护、改扩建和退役等各个阶段。典
型客户包括了：万科、龙湖、远洋、中国国贸、中建、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华电力、中广核、国家
核电和中核集团等基础设施领域的龙头企业。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共和新路4995号宝山
万达广场3号楼601室 (200431)
电话：021-66059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