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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几十年，斜拉桥在我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其中混凝土斜拉桥占据较大

比重。在外荷载、温度荷载以及混凝土收缩徐变等因素作用下，混凝土斜拉桥索

塔承受着拉索传递的巨大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75％的索塔发生开裂现象，

严重影响斜拉桥的寿命甚至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因而索塔开裂的行为引起越来

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本文引入分形损伤理论对斜拉桥高大索塔进行安全性评价，

提出了基于裂缝分布状态的高大索塔安全状态评价模式。通过理论分析、模型试

验与数值模拟方法，分别从宏观和细观的角度，研究了裂缝的开裂、扩展及结构

破坏过程，建立了一套以分形损伤为理论支撑的用于评价索塔开裂后安全状态的

新方法，研究了索塔开裂后裂缝分布分形维数与荷载等级之间的关系，为后期实

桥应用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①在研究智能移动视频扫描装置监测高大塔柱裂缝技术的基础上，针对各种

滤波算法适用范围和裂缝图像特点的研究，提出中值滤波法，将进行裂纹图像的

二值化与提取方法用于裂缝图像分割，并采用图像拼接技术、裂缝矢量化技术及

裂缝图像模拟重现技术，实现了裂缝监测信息处理。

②把三维裂缝求解问题转换为两个平面的裂缝求解问题，即等效成一个无限

大板中心裂纹受到无穷远处的单向拉伸力作用和一个无限大板在单边裂缝受到拉

伸荷载作用，采用双悬臂梁理论计算裂缝宽度与深度的关系，推导了裂缝深度的

计算公式，为研究三维裂缝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根据裂纹分形模型建立混凝土开

展裂缝的应力强度因子表达式，结合断裂力学理论，推导了应力强度因子在直线

型裂纹和裂纹不规则扩展这两种假设下的关系。

③根据斜拉桥索塔的特点，基于子模型技术，采用FRANC3D软件，模拟了

索塔裂缝的萌生以及扩展的过程，并计算了索塔结构的应力强度因子与分形维数

之间的关系、分形维数与荷载等级之间的关系；建立weibull随机概率分布与材料

裂缝分布之间的关系，结合断裂损伤力学与分形理论来评价混凝土索塔表面开裂

的严重程度。

④建立了基于离散元的颗粒流微观数值模型，采用Fish语言编写程序，模拟

混凝土材料的细观破坏过程，并选取了三种不同半径、不同数量团簇研究混凝土

开裂性能，当团簇数量越多，对材料性质的提高越显著；当团簇半径越大、结构

体系越稳定，则性质增强效果好。团簇材料的破损机理在于随着团簇半径的增加，

基质所占比例减小，基质中更容易产生微裂纹，结构表面更容易破坏。

⑤基于多尺度均匀化理论，采用有限元法建立了混凝土细观一宏观等效力学性

能的多尺度模型，并以索塔表面为例建立有限元模型，对混凝土材料的宏观整体



与细观局部化效应进行分析。

⑥完成了索塔节段试验模型，验证了上述理论和方法的可靠性，研究了索塔

开裂后裂缝分布分形维数与荷载等级之间的关系，为后期实桥应用提供了理论与

试验基础。

关键词：分形理论；细观力学；颗粒流；多尺度均匀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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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ble-stayed bridge got rapidly developed i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during

these decades．Concrete cable—stayed bridge occupy larger proportion．Tall cable towers’

cracking behavior has arous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researchers．Under the

outer load，temperature load，concrete shrinkage and creep effect,tower of concrete

cable-stayed bridge suffers huge pressure transmitted by cables．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tower fracture OCCurS in 80％of the Chinese cable bridges，it

seriously affects the cable-stayed bridge’S safety and even people’S life．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fractal damage and the fractal fracture mechanics into safety assessment

of cable-stayed bridge’S cable tower．Then，tall tower’safety state evaluation model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fracture distribution in this paper Beginning and expansion of

fractures and the structure failure process are analyzed from the macroscopic and

mesoscopic point of view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This paper set up a new method

supportedby the theory of fractal damage for evaluation of cable tower safety state after

cracking occur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ad level and fractal dimension of

fracture distribution after the cable tower cracking OCCurS iS researched and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basis to f-lLrther application to real bridge．The following

mainly innovative work has been done in this paper．

①Tall tower’S crack intelligent mobile video scanning device monitoring

technology is put forward Median filtering method i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range of

all kinds of filter algorithm applicable and the crack image characteristics．Crack

image’S binarization and extraction method are used to crack image segmentation．

Crack monitor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s realized by image mosaicing，crack vector

quantization and cracks image’S simulation technology．

②The solu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 crack is equivalent to solutions of two

two-dimension crack．One is equivalent to solution of center crack of infinite·sized plate

under the uni—axial tensile force from infinity distance，the other is equivalent to

solution of unilateral crack of infinite-sized plate under the tensile load．Relationship

between crack height and depth is calculated、砘廿1 double cantilever beam theory,it

provides a brand new method to research three—dimension crack problems．Stress

intensity factor expression of tall cable tower’S concrete crack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crack fractal mode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under linear crack

assumption and irregular crack extension assumption is deduced combined、析也fracture

mechanics theory．

蹙)Process of th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cable tower’S cracks is simulated

based on the submodel technique and FRANC3D software combined、访也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ble—stayed bridge’S tall tower．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f the cable tower structure and the fractal dimension，fractal dimension

and the bearing capacity is calculated ou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ibull random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and the material cracks’distribution is established．The severity

of the cable tower of concrete surface cracking is evaluated combined wim fracture

damage mechanics and fractal theory．

④In this paper,the micro particle flow numerical model based on discrete element

is established and the mesoscopic damage process of concrete is simulated、衙m Fish

software．Concrete cracking performance is researched wim selecting three kinds of

concrete particle flow with different radius and number of clusters．As a resulL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improves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number of clusters increases The

larger clusters radius is，the greater the st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system and the better

nature of the enhancement effect would be．Mechanism of clusters material’S damage
could be concluded as following．With the increasing of radius of clusters，proportion of

matrix would decreases，and the matrix of micro cracks occurs more，at the same time，

structure surface damages more easi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ulti．scale homogenization．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s

adopted to establish the concrete mesoscopic·macro equival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ulti-scale model．At the same time，as an example，a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surface of the cable tower is established for macro and micro effect analysis to concrete．

@Cable tower segment model test Was done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ad level and fractal dimension of

fracture distribution after the cable tower cracking OCCurS is researched and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basis to further application to real bridge．

KEY WORDS：fractal theory,mesomechanics，particle flow,multiple scale

homogeniz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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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第一章绪论

随着土木交通行业的发展，跨越河、海的特大型桥梁也日趋增多，作为力学

性能优越、跨径较大、外形优雅轻盈的斜拉桥，越发受到桥粱设计师的青睐。现

阶段国内外已建或者在建跨径超过700m的斜拉桥10座，其中中国占据了六个席

位，中国于2008年建成了在当时世界上最大跨径的斜拉桥一苏通大桥，其主跨跨径

达到1088米，主塔高度达到300 4米，是世界建桥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之后俄

罗斯于2012年8月完成通车的跨东博斯鲁斯海峡的俄罗斯岛大桥，其主跨达到了

1 104米，并且其桥塔高超过320米，主跨跨径和塔高都成功超越苏通大桥成为全

球斜拉桥之最，世界第一。

表1I世界斜拉桥排名

俄罗斯岛太桥 2012莲 俄罗斯

苏通大桥 2008正 中国江苏

g船Ⅻ★桥 2009生 中国香港

鄂末长江大桥 20lo莲 中目Ⅻ北

多多罗大桥 1999拒 日$

诺曼底大桥 i 995芷 法目

荆岳大桥 20lo正 十国Ⅻ北

IncheonBridge
2009芷 #目

±海长江大桥 2009簋 中国上*

目浦大桥 2009￡ 十目上*

曩缢霾蓬蒸∑一(a)海参崴俄亨斯岛跨海大桥 哺)苏通丈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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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昂船洲大桥 (d)鄂东长江大桥

图1-1典型斜拉桥高大塔柱

图1—1列举了世界排名前四的斜拉桥，可以看出斜拉桥一般都是跨越了江河湖

泊，不但地理位置恶劣而且其周围环境也复杂，桥梁在运营若干年后出现裂缝后

安全性能受到影响，而且桥梁还要承受风、雨、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索塔是

斜拉桥主要承重构件，它承受了斜拉索传递来的巨大索力，其安全性能至关重要，

当前阶段桥梁超载现象非常之严重，当混凝土多年后出现老化、腐蚀等现象后，

索塔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桥梁的垮塌，以及随着跨径和塔高

的增加。上述的自然风险和材料本身原因对斜拉桥的危害将会增多，近几年桥梁

垮塌事故的发生，掠夺了无辜人的生命，导致了巨大经济损失，阻碍了交通的发

展，并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表1 2列出国内外桥梁倒塌实例。

表1 2桥梁垮塌事故

*g 国家 垮塌厦目 死亡^数

Scc【ion oftheNo^hem Bypass Pakistan 设计缺陷 10^

HamRoad bridge 超载⋯起 3^

Mim”polisl-35W bridge Ov口theMI一1PPlⅫv日 施I质量问题 1 3^

S∞F⋯⋯Oakl∞d BayBridge 油轮爆炸 4人

Iraq 重车超载及掩☆ 1 0^

Bridgelinkingtheisled of SomkIoGeog岫 旆I质量目题 5^

超载自汽车撞击 65人

九江六桥 中国 船舶撞击力 9^

斜拉桥索塔是主要的承重构件，其承受了由拉索传来的巨大索力影响，其安

全性能不能忽视，当高大索塔出现结构性裂缝时候，人为力量是无法判断其可靠

性能．只有通过智能监测设备或者长期健康监测系统来实时的检测索塔的工作状

态和裂缝及应力水平才能提供预警措施。因此，为了阻止突发性事故的产生，需

要对大跨径斜拉桥的进行及时的安全评估，尤其是对索塔性能退化的过程需要深

入研究，应用科学的手段对斜拉桥索塔进行安全分级评估显得至关重要。

斜拉桥主要由索塔、拉索、桥面系等组成。本文主要针对为斜拉桥的高大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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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进行评估研究。索塔在荷载作用下，以受压为主。索塔结构有多种类型，主要

根据拉索的布置要求、桥面宽度以及主粱跨度等因素选用。常用的索塔形式沿桥

纵向布置有单柱形、A形和倒Y形，沿桥横向布置有单柱形、双柱形、门式、斜

腿门式、倒v形、倒Y形、A形等。索塔横截面根据设计要求可采用实心界面，

当截面尺寸较大时采用工字形或箱形截面，对于大跨度斜拉桥采用箱形截面更为

合理，索塔的高度通常与桥梁主跨有关，主粱的最大跨度与索塔高度的比一般为

3 1-6 3，平均为5．0左右。如苏通大桥，索塔高300 4m，俄罗斯岛大桥，索塔高

320m，昂船洲太桥，索塔高290m．鄂东长江太桥，塔高236 5 m。

n九江大桥 b武夷山公馆大桥垮塌

c四川宜宾小南门大桥桥面断裂 d韩国圣水大桥坍塌

图1-2桥梁垮塌事故

如此高大的索塔，在施工阶段如果不注意施工工艺或者质量控制不到位，以

及运营后在移动荷载影响下，混凝土材料发生了损伤演化的情况，如果混凝土材

料出现裂缝，并且在没有监测系统下没有及早发现结构性裂缝，这将会导致索塔

在巨大索力影响下，裂缝会持续扩展，如果裂缝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将影响索塔结

构受力，导致内力重分布，严重影响了索塔的安全状况，若不加以控制将会对整

个桥梁结构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圈l一2列举了最近几年发生的桥梁垮塌事故。

现阶段，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针对高大索塔裂缝状态下的安全性评估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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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理论体系。所以本文将建立基于分形理论的安全评估模式用于评价索塔开裂

后的斜拉桥安全状态。

据统计，由于外荷载作用、箱内外温差变化、施工工艺等原因，目前国内75％

以上的索塔均存在开裂现象，索塔安全问题引起了桥梁专家学者的重视，如果没

有一套完整的评价索塔安全性能的方法将会导致桥梁事故的发生。而现阶段，国

内外研究现状表明针对高大索塔裂缝状态下的安全性评价方面并没有成熟理论体

系。本文拟通过理论计算、数值模拟与试验研究结合的手段建立基于分形理论的

安全评估模式用于评价索塔开裂后的斜拉桥安全状态，研究成果对于评价现有斜

拉桥、悬索桥桥塔的安全状态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1．2国内外研究进展

1．2．1混凝土裂缝监测国内外研究现状

混凝土结构的裂缝作为力学间断面，是桥梁主要承力结构的损伤达到危险程度

的集中表现。混凝土裂缝检测应是桥梁结构安全监测的首要项目，它对评价桥梁安

全状况、保障结构可靠、避免桥梁垮塌事故具有重要作用。

①混凝土裂缝检测与裂缝评估研究现状

现阶段，用于检测砼裂缝方法主要包括：超声波检测、冲击弹性波法、声发

射检测法、传感仪器监测、光纤传感与网络监测等方法。

1)超声波检测

所谓超声波法，即是以超声波为媒介，获取结构内部信息的一种检测方法，

主要用于非破损检测。现阶段超声法成功应用在钢材探伤、医疗诊断等诸多领域。

在这些领域里，由于组成颗粒小密度大，密度分部也很均匀，所以声波能很好地

传播，对其内部缺陷及其位置等都能准确地检测出来。掌握混凝土表面产生的裂

缝深度，对耐久性诊断和研究修补加固对策有重要意义。测定裂缝深度，基本上

都是将发射探头和接收探头，布置在混凝土同一面上的裂缝附近，但由于所选用

的波形种类——纵波、横波等和声学参数——声速、频率等的不同，已有许多种

具体方法。

2000年，李俊如利用超声波检测武汉某大楼的混凝土裂缝深度并对大楼的裂

缝形成机制行了分析【l】。文献【2】中黄政宇于2008年提出了应用超声波来检测混凝

土缺陷成像的定性分析法，并做了六组试件作为验证，得到了该方法可以重建混

凝土断层图像，并能清晰的看到裂缝走向。文献【3】中王登科采用超声波检测钻孔桩

混凝土质量的缺陷问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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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冲击弹性波法

一般把弹性体内传播的波总称为弹性波，用人工发射弹性波到弹性体内，探

测弹性体内的状态，是广义的弹性波探测法。冲击弹性波法与超声波法的原理是

一样的，但远比超声波测定的裂缝深度深，冲击弹性波法只能检测扩展方向与表

面成直角，没有分支的单纯裂缝。文献【4】中指出，1997年12月，美国材料测试协

会(ASTM)发布了题为“用冲击回波法测定P．波速度和混凝土板状结构厚度的标准

方法”。

3)声发射检测法

声发射检测法也是利用弹性波进行声学检测的具体检测方法检测裂缝，和其

他方法最大的不同是只能检测正在发生的裂缝，不能检测已发生的旧裂缝，对正

在发生的裂缝可检测裂缝发生的位置(声发射源定位)，裂缝的大小，扩展情况和

种类，以及裂缝的深度等。

文献【5】日本学者Enoki进一步修正了由Aki和Richords提出的定量声发射理

论，使混凝土中的微裂纹的大小、位置、方向可以用张量来表征，并将反分析技

术应用于声发射源的特征研究。随后众多学者|61研究了声发射与水泥基体、砂浆和

混凝土中裂缝的发展和断裂机理之间的关系：Evans等指出声发射事件数能够与砂

浆裂缝的发展速率建立联系；Morital等将声发射振铃数与应力强度因子建立联系；

HLChen等[7】利用声发射方法计算出临界应力强度因子和临界切口尖端张开位移。

文献f8】中，Ohtsu提出了声发射参量与混凝土应力之间的数学表达式。利用该

方法对在役混凝土桥梁结构进行了缺陷评定。美国的Dait9】于1997年提出了用来

评价材料的损伤及强度应力与声发射数的模型。文献00]Otsuka于1998年，利用声

发射方法研究了集料尺寸对混凝土断裂过程区大小的影响，结果发现集料尺寸越

大，其形成的断裂过程区越大。2002年Stefan Koppeltll】对试验中记录的声发射事

件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了混凝土的断裂机理。2001年，M Shigeishi等【12J用声发

射技术对的Bo曲all Bridge(英国)进行了完整性评价，通过声发射信号的分析，

有效地发现了结构早期裂缝的发展，并对裂缝进行了定位。2003年，Colombo【j副

采用地震学中的b值分析方法对钢筋混凝土梁试验的声发射信号进行了分析，结

果表明，较大的b值代表梁中微裂缝的开展过程，而较小的b值则代表了宏观裂

缝的发生，这说明b值的变化趋势与钢筋混凝土梁的开裂过程具有良好的对应关

系，这样仅需分析b值的变化就能够实现对试验梁的损伤全过程监测。

4)摄影检测法

摄影检测法主要用作调查混凝土表面的裂缝，摄影法包括普通照相机、录像

机、放射线、红外线摄影等进行检测。

5)传感仪器监测

5



重庆交通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利用埋设在混凝土中的仪器进行裂缝监测，常规技术是利用卡尔逊式或弦式

测缝计，其控制范围仅0．12～1，属点式检测，由于裂缝出现的空间随机性，因此

往往漏检，为了及时无遗漏地监测裂缝，必须实施大范围的、连续、分布式监测，

即所谓全分布监测。

6)光纤传感网络监测

光纤传感技术具有灵巧、精度高、抗电磁干扰，且可靠耐久，易于光纤传输

组成自动化遥测系统。光纤传感应用于结构工程监测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如

航空航天器、桥梁等的温度、振动、应变检测等裂缝的发生可以用埋设在混凝土

中光纤的光强变化监测，而裂缝的定位可用多模光纤在裂缝处的光强突然下降或

诊断完成，通过衰减曲线上的裂缝损耗突变点，可以准确地确定裂缝的位置，针

对混凝土裂缝检测的特点，研制出基于光时域反射技术的光纤裂缝传感网络，可

实现桥梁混凝土结构的分布检测，凡裂缝与光纤传感网络相交，均可感知，并可

定宽、定位、定向。

Sang．Hoon Kim等人提出可利用Brillouin分布式光纤传感器实现对加载和结

构损伤引起的梁挠度进行长距离监测【14】；Chai等人提出一种蛇形分布式光时域反

射计(OTDR)监测结构裂缝的方法【15】；欧进萍等人提出一种用多线分布式光时域

反射计监测结构裂缝的方法【16】；Duncan等人提出一种用光频域反射计(OFDR)

监测结构裂缝的方法【17】；杨建良等人提出一种将分布式光纤三维传感阵列埋入复

合材料中探测损伤的方法【18】；刘浩吾等【19】、涂亚庆等【20】均提出了基于光纤的裂缝

传感网络确定裂缝宽度、位置和方向。

Marianne B6mb6 D响ur【2lJ教授在实验室中实现了用两种图像处理方法开发和
应用到一个数据集为36谱图记录，验证了红外热像技术也可以用于评估并标注意

随机的较小的开口裂缝。学者F．Baldatiari-Nejad与A．I@om吼【221采用了瑞利方法

在考虑裂缝走向和裂缝位置时候，用于计算并评估单个梁的显式表达式，但是该

方法具有局限性，那就是只能考虑一条裂纹或者两条裂纹情况下，对结构进行评

估。Zhe Cheng，NiaoqingHunl231等提出了钢结构齿轮裂缝等级评估的新方法，主要

实现了统计算法特征选择和灰色关联分析(GRA)相结合然后建立裂缝导致的损

伤程度的物理模型，并最终用于对结构进行健康监测和状态预测。

Mohammad H．F[24]采用基于有限元模型并结合向量投影法来评估对于梁结构

或桁架结构在产生裂缝后结构安全状态，主要参数考虑了裂缝的数量、深度、走

向等。评估的精确度主要考虑是三个方面：使用的模式的数量、在含裂纹结构模

态数据的误差水平、在减少数据情况下测量自由度数的多少。

学者Ahmed A【25J研究了径向基和前馈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并成功用于预测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宽度；Masayuki Kamaya应用应力准则的方法【26】通过数值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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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带缺口构件的延性裂纹，用于预测材料的弹塑性断裂韧性；Martin Noel，K_haled

Soudld．[271针对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做了相关实验并提出了当前的挠度和裂

缝宽度方程的裂缝宽度和变形的预测方法；Minhhuy Le，Jinyi Lee[28】等提出了基于

偶极矩和有限元方法相结合的手段，用于评估管道裂缝的大小，同时也得到了裂

缝体积具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这个现象；Gang Li，Shuanhai He[29】研发了一种远程图

像采集装置和集成的图像处理方法可以非常准确的提取出裂缝形态和位置，改进

后的算法可以有效地提高检测的准确率和减少运行时间。

Ahmed．A【3UJ结合修正方程并采用神经网络的方法来预测钢筋混凝土产生的裂

缝间距，并得出钢筋混凝土的裂缝间距与其抗压强度和单元厚度有较小的影响；J．H．

Espina．Hema’ndez[31J采用基于GSM原理的电涡流传感器，研究了快速评估裂缝尺

寸的方法，最终总结了一套标准即考虑机理线圈的填充因子的方法来增加系统评

估裂缝的稳定性；M．Hadj Meliani[32】研究研究了不同的试样形状和缺口的纵横比在

较大范围的临界有效T应力值的变化。并进一步讨论裂纹分叉与裂纹稳定在断裂

的缺口所产生的根据临界有效应力分析。

②混凝土桥梁裂缝产生机理与裂缝评估研究进展

国内外对混凝土桥梁裂缝的产生机理的研究以及仿真模拟裂缝扩展研究等问

题的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对于混凝土裂缝形成的机理的阐释还不足够清晰，对混

凝土裂缝扩展及分叉的研究还是值得深入的探索。其中国外学者对裂缝问题主要

做了以下的一些工作：

Ahmed A【33J提出了两种用于适当使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径向基和前馈反向传

播法)在正常使用极限应力状态下的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的估算公式。对比的结

果显示径向基神经网络需要更小的设计和调试时间，它比传统的前馈反向传播神

经网络具有更稳定的结果。Ahmed A【34】用神经网络方法评估裂缝的间距。

K．G．Papakonstantinoul35J提出一个新的随时间变化裂纹扩展阶段的实证模型，

并结合钢筋腐蚀导致的裂缝宽度，根据已有实验结果，以及扩展裂纹的腐蚀机理

的动态影响，可以模拟所有阶段的钢筋混凝土腐蚀萌生，裂纹的萌生和扩展。Martin

Noel[36】提出了裂缝宽度和挠度控制方程，用于准确预测钢筋应力水平的控制在规

范应力容许范围内，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四片FRP钢筋混凝土板的弯曲测试，实验

结果表明该方程简单实用。J．Bach／37】研究了疲劳荷载作用下产生裂缝的损伤机理，

微观结构的变化，通过不同的热处理，从而引起的损伤机制也转向从内部裂纹萌

生的到结构表面开裂的一个过程。Hugo C【38】应用有限元手段中的弥散裂缝模型来

预测纤维加固后的混凝土T梁的裂缝产生规律，对比了旋转裂缝模式和固定裂缝模

式下的计算结果，其中旋转裂缝模式下可以更好的预测T梁的开裂情况。

Michael Sch锄web锄139J通过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的裂纹张开和原位裂纹滑动

7



重庆交通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位移测量，确定了不同的裂纹扩展机制在两个阶段的特点。不同的裂纹路径的形

状与各晶粒的方向有关，建立了不连续的裂纹扩展模型，可以解释裂纹尖端的裂

纹扩展速率和塑性变形之间的相关性。Marta Stowik[40J研究了不同尺寸，但是相同

剪跨比的混凝土梁，在同等荷载条件下，梁的裂缝扩展趋势，结合试验分析与数

值模拟讨论了混凝土梁裂缝产生的尺寸效应。A．K．M．Farid UddinE4lJ研究了腐蚀开

裂是由声发射简化格林函数的张量矩阵来控制的，通过它来预测裂纹的动态位置，

类型和走向。并研究了由于腐蚀产生的三种裂缝模式下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缝增量，

分析了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模式。

2003年5月，辽宁省交通勘测设计院对某大桥加宽加固工程中弃用报废的旧

梁进行了加载破坏试验，试验目的之一就是观察裂缝在各级荷载下的开展规律，

并试图找出一个通过裂缝特征(缝宽、高度、间距)来反映梁体承载力的方法。实验

结果表明，在裂缝的三个特征中，裂缝宽度变化规律性明显强于裂缝的高度和间

距。其最终结论是：可以通过裂缝宽度反推梁体主筋应力，进而根据材料特性粗

略判定梁体的现有承载力状况【431。

2001年，长安大学贺拴海教授课题组首次提出通过钢筋混凝土T型梁桥裂缝

特征参数的试验研究，建立评估其结构性能的预测模型。其后的十年期间，该团

队也曾多次探讨这个问题，建立起了钢筋混凝土梁式结构应用裂缝特征统计参数

评估其结构性能的预测模型；建立了利用结构基频和裂缝特征对RC梁桥承载力

进行预测，并在实桥中开展应用；根据主要裂缝的分布特征，提出基于裂缝统计特

征参数的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开裂损伤后的有效刚度和承载力评估方法等等
02M

9|。此外，大连理工大学的学者也做过通过裂缝反映钢筋混凝土结构承载力的

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裂缝产生发展受力机理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开

始，各国研究学者就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多种裂缝计算的理论。主要包括了

粘结滑移理论、无滑移理论、基于试验的统计公式，但是各种理论对于裂缝计算

方法还存在一定差异，有的计算出来的结果甚至相差好几倍【421。

粘结滑移理论原理为钢筋与混凝土应力之间的传递是通过两者材料之间的粘

结力来完成的，又由于钢筋和混凝土之间会产生相对滑移，两者变形不一致，进

而导致裂缝的产生与发展。

无滑移理论假设沿着钢筋水平面上钢筋与混凝土之间不存在相对滑移现象，

裂缝主要由钢筋周围的混凝土变形引起。裂缝开展外形如楔形，在混凝土外边缘

最宽，裂缝的最大宽度与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构件表面裂缝间的平均应变成正比。

基于试验的统计公式是在由于有滑移理论和无滑移理论均不能全面反映裂缝

机理的全部本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原理是根据试验修正提出半经验半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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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除此之外，还有断裂力学理论，但是断裂力学对裂纹扩展的研究主要限于线

弹性范围内，而弹塑性及塑性模型尚处于不完善阶段。

近年来，虽然有限元法的持续发展并有较大进展，但是对钢筋混凝土的裂缝

仿真模拟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原因在于钢筋混凝土性质非常复杂，包括非弹性、

开裂以及混凝土与钢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载入各阶段，未开裂和已开裂混

凝土材料模型的发展在钢筋混凝土结构非线性分析中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领

域。时至今日，随着计算机和结构力学的不断进步，桥梁混凝土裂缝计算得到改

进，裂缝理论也逐步得到完善，但钢筋混凝土剥离区的关系理论还不够清晰，有

待桥梁研究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本文安全性评价的研究对象为斜拉桥高大塔柱，在实桥调查分析法中，裂缝

扩展与分布情况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来说，裂缝是较为容

易获取的指标，但对于高大索塔裂缝获取存在着困难。同时，规范给出裂缝宽度

的限定值，但根据现有国内外资料都没有阐明裂缝分布状态与结构安全性能之间

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在大多数的桥梁荷载试验中，主要的评价指标也包括了裂

缝的开展情况。总之裂缝的形成扩展会影响结构的安全，裂缝的开展与状态分布

是评价桥梁安全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1．2．2混凝土斜拉桥索塔安全性评估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对塔的评估研究较少，本文列举了近些年国外对塔的评估研究现状

如下：

Alemdar Bayraktar[50】应用有限元技术对砌体塔进行数值损伤评估，计算中主

要考虑极限荷载、风荷载和地震荷载的影响，数值模拟了塔的裂缝分布、裂缝扩

展和位移状态，并与实际塔的健康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吻合度较高。AnnaAnzani[”】

结合室内实验和无损检测测试及监测系统，提出结构安全富余量的鲁棒估计方法，

成功预测了古老砌体结构塔的裂缝状态和安全模式，并实现了对古塔的损伤评价。

Eduardo Nuno Brito Santos J61iot52J提出以一种新的模态识别方法用于评估砌体塔结

构，它是一个快速和可靠的技术，可用于在现场建立结构评估系统。作者采用

ADINA软件，依靠采集的环境振动数据结合提出的方法很好的对砌体塔结构的安

全状态进行了评估。

Femando Pefia[531通过数值方法建立了砌体塔的抗震评估模型，模型中考虑了

非线性静态和非线性动态的影响。静态分析结果中塔的最薄弱环节是塔根部，但

是根据动态分析结果看最不利位置是在塔顶，得到的结论是塔所产生的不同的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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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式和振动的高阶模态有关。Angelo D’Ambrisi【54]通过环境振动试验数据对砌体

结构塔进行动态识别，从而评价砌体结构塔的动态特性和力学性能。Tian．Hong Pan

a【55】提出了一种数据驱动模型的评价策略研究冷却塔的性能，提出了一套局部模型

的线性方程组的格式，其预测结果与塔的实测数据吻合良好。C．Gentile【56J对砌体

塔结构进行了结构损伤识别与评估，评估过程包括全面的环境振动测试、从环境

振动响应得到参数进行模态识别、有限元模型和基于动态模型的不确定结构参数

识别。他通过理论与试验对比得出了塔损伤较为严重的地方具有较低的刚度比。

混凝土索塔作为桥梁结构，现有国内外相关规范对于裂缝的限值问题作了相

关的阐述，本文列出了中国规范、欧洲规范和美国规范对裂缝的相关限值要求。

a．《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2004)规定钢筋

混凝土结构和在使用阶段允许出现裂缝的结构，其计算裂缝宽度值不应超过表1．3

中的限值。

表1．3裂缝宽度限制

I类、II类环境 Ⅲ类、Ⅳ类环境 有气态、液态或固态侵蚀物质环境

0．2mm 0．15mm 0．1mm

b．欧洲模式规范CEB．FIP(1978)对于腐蚀不敏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按暴露条

件，规定允许裂缝宽度为三个等级，如下表1．4：

表1．4裂缝宽度限制

轻度的 中等程度的 严重的

0．4mm 0．2mm 0．Imm

C．美国ACl224规范的允许裂缝宽度为，如下表1．5：

表1．5裂缝宽度限制

干燥空气和有保护膜 潮湿、湿空气、土 海水飞溅区(干、湿交替) 挡水结构

0．4mm 0．3mm 0．15mm 0．1mm

从以上规范可看出国内外对于混凝土裂缝宽度的限值上存在一些不同。造成

规范不同的原因一是由于现存的科学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二是计算裂缝宽度公

式国内外有很大差别；三是可以看出国内外对混凝土裂缝长度及深度或裂缝分布

对结构影响无明确的规定。

桥梁结构评估的主要内容有承载力、营运状态和耐久性三个方面。目前桥梁

安全性评估方法主要有可靠度理论、层次分析法、模糊理论、神经网络以及专家

系统等【57,581。

1)规范评定

美国联邦公路总署按损伤程度将桥梁构件的分为“好”、“普通”、“差”三级；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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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将组合部件以0～9进行十个等级的划分。

日本道路公团按桥梁构件的损伤程度将其分为I、II、Ⅲ、Ⅳ共四级予以评级，

评级前，仍应考虑部件损伤情形，例如当检测过程中发现裂缝时，应先考虑裂缝

的形状、长度、宽度等损伤情形。

我国的《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Hll-2004)、《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T H21．2011)等公路养护、测评方面的专业规程和标准。在新颁布的《公路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中，针对斜拉桥索塔评估主要考虑索塔裂缝评定、索塔

锚固区质量、混凝土外观质量等因素。其中将索塔裂缝等级分为4个标度。

2)可靠度理论i59J

当运用可靠度理论对桥梁部件进行安全性评估时，首先通过分析系统或部件

失效模式找到构件的极限状态，然后依据极限状态确定极值荷载，并求得对应的

失效概率、可靠性指标等。计算结构可靠性指标的常用方法主要有均值一次二阶

矩法、改进的一次二阶矩法、JC法、蒙特卡罗法等。

文献㈣J采用一阶二次矩法对斜拉桥索塔进行了可靠性分析，主要讨论索塔屈

曲和纵向强度破坏两种失效模式，并以法国Brotonne桥为例给出数值计算结果，

同时对有关随机变量作参数分析，讨论其对塔架可靠度的影响；

3)层次分析法

该方法认为，影响桥梁结构状况的因素有主要有次要，呈相互制约的状态。

某些影响因素虽然小，但累积到一定程度会造成危及整个结构的可能性。所以桥

梁安全评估在考虑重要构件外，还要考虑到次要构件。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多

级模糊评判及打分法，简化量大繁杂的评估工作，具有科学、简捷而又实用的特

点。

文献【6l】将斜拉桥结构分为三个子结构，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层指标权重值，

建立了混凝土斜拉桥的健康状态评估模型。

4)模糊理论

模糊理论就是用模糊集来描述问题，运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将模糊集分为不

同水平的子集，判断出病害最有可能属于的子集，因为很多情况下系统状态是不

分明、不确定的。此外，当前病害成因向量的模糊隶属度为C(Charactoristic)，通

过病害与成因的模糊关系矩阵R的建立，则病害D(Disease)通过模糊合成加以确

定，D=R*C。另外，用于结构病害诊断的方法还有模型假设检验法、贝叶斯决策函

数法、 特征量统计检验法和逻辑代数法等。

文献【62】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理论研发了以斜拉桥为背景的拉索桥梁安全性及耐

久性评价专家系统。

5)遗传算法与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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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让病害诊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习，首先借助一定的学习算法，

选定恰当的网络结构和模型，神经网络的输入是以能够反映系统的动态特性、建

模误差和干扰影响的变量，其期望输出是以对应的状态编码，从而构成输入／输出

样本，通过不断对神经网络的训练，逐步确定神经网络权值和阈值；第二阶段为诊

断，运用学习阶段已经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对其输入，便可以产生相应的输出，然

后通过输出值与状态编码进行比较，从而进行病害评估。

文献[63,64】将遗传算法(GAs)和人工神经网络(ANN)这一类智能方法引入斜

拉桥的可靠度分析领域，对斜拉桥塔在多种失效模式下的可靠度进行计算和分析。

斜拉桥索塔作为最重要的承重结构之一，国内外研究表明对斜拉桥安全性评

估有些理论和技术，如遗传算法、神经网络、模糊理论应用于斜拉桥的可靠度研

究与安全性评估，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斜拉桥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者将几种方法

结合对斜拉桥进行安全评估。可以看出并没有针对索塔的安全的理论和技术，国

内外有些规范关于裂缝限值，但未成理论体系，由此，本论文针对这种普遍使用

的高大索塔结构，提出有针对性的安全评估理论和技术，揭示高大索塔损伤演化

的力学行为过程与其安全性有着必然的联系。

1．3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1．3．1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研发了高大索塔智能行走装置用于采集索塔的裂缝信息，建立了基于分

形理论的裂缝计算公式，采用试验与有限元的手段对索塔的破坏过程进行了研究，

应用分形理论对其安全状态进行了评价。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①高大索塔裂缝监测技术与裂缝图像处理的研究

通过智能移动视频扫描装置来监测高大塔柱裂缝分布，并实时记录裂缝图像，

针对各种滤波算法适用范围和裂缝图像特点，提出中值滤波法，将进行裂纹图像

的二值化与提取方法用于裂缝图像分割，并采用图像拼接技术、裂缝矢量化技术

及裂缝图像模拟重现技术，实现了裂缝监测信息处理。

②基于分形理论的应力强度因子研究

把三维裂缝求解问题转换为两个平面裂缝求解问题，即等效成一个无限大板

中心裂纹受到无穷远处的单向拉伸力作用和一个无限大板在单边裂缝受到拉伸荷

载作用，采用双悬臂梁理论计算裂缝宽度和深度的关系，推导了裂缝深度的计算

公式，为研究三维裂缝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根据裂纹分形模型建立混凝土开展

裂缝的应力强度因子表达式，结合断裂力学理论，推导了在直线型裂纹假设下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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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不规则扩展假设下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同时推导出裂缝

沿不规则路径(分形理论)扩展的应力强度因子。

③基于分形理论的斜拉桥索塔裂缝扩展研究

根据斜拉桥高大索塔的特点，采用子模型技术，模拟了索塔裂缝的萌生以及

扩展的过程，并计算了索塔结构的应力强度因子与分形维数之间的关系、分形维

数与荷载等级之间的关系，结合分形理论对其安全状态进行评价。

④基于离散元原理的混凝土索塔裂缝微观机理研究

混凝土的破坏过程，是根源于材料内部细观结构渐进损伤的物理现象。因此，

研究细观层次材料的渐进损伤行为，是研究混凝土破坏过程的关键所在。本文建

立基于离散元的颗粒流微观数值模型，采用Fish语言编写程序，模拟混凝土材料

的细观破坏过程，并选取了三种不同半径、不同数量团簇研究混凝土开裂性能：

团簇数量越多，对材料性质的提高越显著；团簇半径越大、结构体系越稳定，则

性质增强效果好。团簇材料的破损机理在于：随着团簇半径的增加，基质所占比

例减小，基质中更容易产生微裂纹，结构表面更容易破坏，最后结合多尺度均匀

化理论，建立了混凝土细观．宏观等效力学性能的多尺度模型，对混凝土材料的宏

观整体与细观局部化效应进行分析。

⑤基于分形理论的索塔节段模型试验研究

在完成索塔节段模型试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分形损伤为理论支撑的用

于评价索塔开裂后安全状态新方法，研究了索塔开裂后裂缝分布分形维数与荷载

等级之间的关系，为后期实桥应用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

1．3．2技术路线

论文系统研究了高大索塔的安全模式，论文研发了高大索塔的智能行走装置，

用于检测高大索塔裂缝，同时应用宏观有限元及细观离散元分析探讨了索塔裂缝

产生的机理，并应用均匀化理论研究了索塔开裂的宏细观力学特性，结合了索塔

节段模型试验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验证，为今后高大索塔的检测及安全性评价提

供了理论支撑，技术路线如图1．3所示。

13



重庆交通大学博士毕业论文高^i§￡±#§*』ZWE-一★̂i#*##{#置14本文主要创新点图1．3技术路线①结合双悬臂粱理论计算裂缝宽度和深度的关系，推导了裂缝深度的计算公式：融入断裂力学原理，剖析了在直线型裂纹假设下的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不规则扩展假设下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同时获取了裂缝沿不规则路径(分形理论)扩展的应力强度因子。②采用有限元计算模拟了索塔孔裂缝的分叉以及其扩展的过程，剖析了应力强度因子与分形维数、分形维数与荷载等级之间的关系；结台多尺度均匀化理论，采用有限元法建立了混凝土细观一宏观等效力学性能的多尺度模型，实现了混凝土材料的宏观整体与细观局部化效应分析。③在完成索塔节段模型试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分形损伤为理论支撑的用于评价索塔开裂后安全状态新方法，研究了索塔开裂后裂缝分布分形维数与荷载等级之间的关系，为后期实桥应用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



第二章基于分形原理的混凝土裂缝损伤与断裂参数研究

第二章基于分形原理的混凝土裂缝损伤与断裂参数研究

2．1分形损伤力学的概述

断裂力学是以固体中所存在宏观断裂为前提的，主要是通过对裂纹周围的应

力、应变分析，着重解决材料的失效问题。但是像混凝土这样的脆性材料结构，

在宏观裂纹出现之前，已产生了微观裂纹。材料与结构中的这些微观缺陷的出现

和扩展称为损伤。实践证明：宏观裂纹出现之前，损伤已经影响了材料与结构的强

度与寿命，损伤力学是近几十年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学科。

材料的最终宏观断裂破坏与其内部微裂隙的发育和集聚有着密切的联系，有

关学者做了大量的实验分析【65巧71。研究表明㈣：在比例加载下，无论什么材料宏观

裂纹顶端的损伤区形状和范围大小随时间是以一个时空函数的相似比变化的。

A．Cudnovsky把这个特性作为他的CL理论(crack lay theory)体系中的一条重要

假设和定义，即大部分材料的损伤区是以自相似方式演化的，并且大量实验结果

证实了这一假设[68-70】。基于此点，近几年来自相似分形已广泛应用于材料的损伤

力学分析。从微裂纹的分布，单一裂纹的扩展，到材料损伤的演化规律，处处都

可发现分形损伤的特征和行为【7⋯。

2．1．1损伤及损伤力学

损伤就是指在单调或重复加载下材料的微缺陷(如微裂纹和孔隙)导致其内粘

聚力的进展性减弱，材料逐渐劣化并导致体积单元破坏的现象。材料的缺陷可根

据其几何形态分成点缺陷(空位，杂质原子等)、线缺陷(位错)、面缺陷(滑移平面和

裂纹)以及体缺陷(孔隙和空洞)。材料损伤的描述模型可按其特征尺寸和研究方法

大致分为微观、细观和宏观三种。微观模型是在原子结构层次研究损伤的物理过

程以及物质结构对损伤的影响，然而用经典或量子统计力学方法来推测宏观上的

损伤行为。由于理论上尚未趋于完备，统计计算量又过于浩繁，这种基于统计方

法的微．宏观结合理论目前只能是定性预测损伤现象。但是细观模型为损伤变量和

损伤演变赋予某一真实的几何形状和物理过程，使它们不再仅仅是笼统而抽象的

数学符号和方程式，也避免了连续体损伤力学中那些唯象假设，从几何和热力学

过程上考虑了各种类型损伤的形状和分布，并可预测它们在不同介质中的产生、

发展和最后破坏过程。宏观损伤模型基于宏观尺度上的连续体力学和连续介质热

力学，把包含各种缺陷的材料笼统地看成是一种含有“微损伤场”的连续体。

损伤力学概念起源于1958年，国外学者在研究蠕变断裂时，引进“连续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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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有效应力的概念，以后又进一步引进“损伤因子”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他们采

用连续介质力学的唯象方法，研究了材料蠕变损伤过程。此后二十年，这些概念

和方法均局限于分析蠕变断裂。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原子能工业和航天技术工业

材料行为研究遇到了很多问题，才开始对材料损伤概念重视起来。各国学者给损

伤概念引入了物理意义和合理解释，把损伤因子推广为场变量，并形成了连续损

伤力学(CMD)。

研究损伤的最直接的方法是用金相学方法直接测定材料的各种微缺陷的数

目、形状大小、分布形态、方位取向、裂纹性质(张开型还是滑移型)以及各类损伤

所占的比例。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宏．细观损伤观察仪器和设备被研发出来，试图

能通过这些没备观察到材料损伤随应力而变化、发展的整个过程。

由于损伤材料中孔隙数目众多、形状各异，不可能对它们一一作出几何学描

述。对它们的演变，即使作出运动学的描述，也由于微观测定量和宏观力学量之

间量级悬殊，而不能直接用于结构分析。所以人们采取一种抽象的“损伤变量”来概

括地描述损伤，损伤变量可以是各阶张量，如标量、矢量、二阶张量等。

设有简单拉伸试件，其原始横截面积为～，由于某种原因产生损伤后的瞬时

表观面积为A，此时横截面上出现孔隙的总面积为4，，试件实际截面积为4，，也

称有效截面面积，则

4=彳。+如 (2．1)

用妒=如／A定义连续性因子，用缈=以／A定义损伤因子(或损伤张量)。于是：

co+々o一。即原始状态下没有损伤，所以损伤演变的初始条件是以=0；A=匀=Ao，

即‰=1，coo=争=0。而当试件内部损伤发展到极限状态时候(断裂破坏)，认

为有Aef=O，A=以，纷=O，啤=Ao,／A。但大部分材料存在初始孔隙和微裂纹(混

凝土、岩石)coo>0，实际上破坏时OF<1，因为试件在有效面积消失以前已经不

能继续维持结构的平衡。

国、够的关系式，也可由等效应力的概念得到，试件在不考虑损伤时候的表观

应力o-=P／A，当考虑损伤时候的有效应力％叩／匀，所以

仃／仃盯=如／A=缈=1一缈 (2．2)

或者％=o-／1-o．)因子的物理意义是，缈表示表观应力仃与有效应力仃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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缈为应力增量(％一盯)与有效应力％的比值。由此可以通过应力或弹性模量的测

量来确定损伤因子国。当损伤较大时候，Brober9171】建议损伤变量采用

q 3 lIl(彳／南)，对应的有效应力％2仃Pq，由公式看到，令△2 F1石可以作为一

种损伤算子，把它作用在表观应力仃上而得到％。这样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把有效

应力的概念推广到多维问题仃。，=△盯，这里仃和盯盯分别为表观和有效的应力张

量，而△一般是由二阶对称张量表示的损伤算子。在三维情况下的损伤变量可定

义为：一个代表性体积元素的斜截面内损伤的等效面积与该截面总面积的比值。当

此比值同截面的方位无关时，就是各向同性损伤，此时各个应力分量盯，受到同

等程度的损伤的影响，△可以化为一个标量，其值由△=1一国表示。

如果在结构计算中考虑损伤因素，而又想在现有力学框架中的物性方程在考

虑损伤因素后不至于变的复杂，Lemaitre[721提出了等效应变假设即将应力仃换成

有效应力％所获得的无损材料的应变与有损材料的应变等效。这个假设可以说是
目前损伤力学的基本假说，人们利用这个假设可获得损伤材料的本构方程中将应

力仃项全部换成有效应力O'ef，即可得到损伤材料的本构方程。如有损材料的一维

线弹性定律可写成(根据胡克定律)：

仁％旭2南 ㈦3)

敦坑删糊e．=cr／E,鞘撤舳矿2南耥到场馘蔗札
为弹性应变，比如对无损材料有本构关系占=缈(仃，t)，则对于有损材料亦有相同的

函数关系式：占=缈(％，f)。这一假设给统计损伤因素的力学研究带来了极大方便。

由上计算公式整理可得到：

仃。：—旦一：E占 (2．4)

％2—0-—09)。戊占
。2·4’

仃=Eo(1一国1占=啻占 (2．5)

公式中E=Eo(1一国1为有损材料的弹性模量，Eo为无损时候材料的弹性模量。

从而推导出∞=1一言／战 本公式表明若测得材料损伤过程中弹性模量的变化值，

就可以计算出材料的损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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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象学也可以推得上式同样结果。唯象学把包含各种缺陷的材料机体笼统

地看成是一种含有“微损伤场”的连续介质，这种微损伤的形成、生长和聚结看成是

损伤演变的过程。这种“伤损”作为物质细观结构的一部分引入连续介质的模型，认

为损伤材料是以孔穴为第二组相的复合材料，按照复合材料弹性模量的“混合律”，

连续损伤介质的弹性模量豆是：

豆=磊(1一国)+‘国 (2．6)

式中，缈是材料空穴所占的分数(即损伤变量)，由于第二组相空穴的模量E。=0，

则得到与(2．6)式一致的表达式。

与连续介质力学相比，在损伤力学中由于引入了损伤变量，而损伤变量有其

自身的演变规律，同时又对材料的力学行为施加影响，所以连续损伤力学分析问

题有以下几个特点【6引。

a．定义适当的损伤变量表述微观空隙的宏观力学效果；

b．建立描述损伤变量演变规律的发展方程：

c．建立描述有损伤材料力学行为的物性方程，在这些方程里包含有损伤变量。

损伤材料就是(或相当于)孔隙介质，损伤演化过程就相当于材料内部微孔隙演

化的过程。由于材料的损伤(微孔隙、微裂纹)是随机分布和无序的，可看成一个分

形网络。因此可以构想损伤材料是具有分形结构的材料，即微裂纹的分布可能具

有分形分布，微裂纹(孔隙)的演化具有分形特征，损伤材料的变形和强度也许具有

分形行为等等。

2．1．2材料损伤演化的分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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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微裂纹网格随荷载变化趋势

利用分形几何的覆盖法来定量考察损伤演化的统计自相似性是否存在。以边

长为L的正方形网络去覆盖整个损伤区，例如用正方形网络覆盖住图中

o-Io-。=93％的损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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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覆盖损伤区网格 (b)每个格子中的微裂纹条数 (c)反映损伤程度的三维立方图

图2．2损伤区分形维数的估计

正方形网络中的每一个小正方形边长为L=Lo／3，注意到对损伤区的覆盖比一

般分形体的覆盖应有一些特殊的考虑，因为损伤区的描述至少应包含两个物理因

素(假设不考虑微断裂的方向性)：其一是损伤区的范围(这一点可与一般分形体

一样直接由网络在x．Y平面去覆盖即可)，其二应考虑到损伤程度(即微裂纹的分

布密度)。基于这个考虑，数出在每一小正方形内微裂纹的条数，给出了表征该损

伤区微裂纹分布的三维立方图(见图2-2c)，用x．Y平面的方格表示网络覆盖损伤

区的范围，即损伤区的大小，z坐标的方格数反映损伤密度，它与微裂纹数目成正

比。如果x．Y平面内网络由9个小正方形方格组成(3x3网络)，在垂直方向同样

离散成3个方格(或3部分，对应3个单位的Z坐标值)。每一Z方向单位(或方

格)代表网络中所有x．Y平面正方形方格内最大微裂纹数目的1／3条裂纹。例如图

2—2，37条微裂纹是所有x．y平面方格中裂纹数目最多的一个方格，则x．Y平面上

该方格对应3个Z方向单位(或3个Z方向方格)，每个单位代表37／3条微裂纹

数目。这样可分别算出在x．Y平面覆盖损伤区的网络中每一方格在Z方向应占的

尺度大小(或方格数目)，它反映了该方格内的统计损伤程度。在图2．2．c中的数

字记录了Z方向立方体的数目，累计后可得到总数目拟￡)。改变边长L=Lo／9，

L=Lol27⋯⋯的方格组成的相同的网络去覆盖同一损伤区可得到一组Ⅳ(三)和三数据。

根据盒维数基本定义，该损伤区的分维值可由下式估计：

D=logN(L)／log(1／L) (2．7)

显然在材料损伤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可以利用该方法获得损伤区的分维

值。由此就能测得整个损伤演化过程中的分维变化规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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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材料损伤演化过程的分形机理

材料损伤演化确实具有分形特征，现进一步探讨材料损伤演化过程的分形机

理。

考虑一个弹性体包含N，条相互平行、半长为c宽为w的椭圆型微裂纹并承

受边界应力d见图1假设由微裂纹之间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弹性能可以忽略不计，

这N．个体积单元中的微裂纹是彼此独立的¨7】。这样。对应于损伤区的发育初期，

由这t条裂纹构成的裂纹群所引起的自由能变化为：

廿=Ⅳ7∥(一B2口2(C2)+4y(c)) ‘2 8)

对应于每个裂纹单元的平均自由能：

(AF)=Ⅳ(一B2a2(c2)+4y(c)) (2 9)

式中口2=z／E，E为弹性模量，y为单位面积的表面能。作为二维问题，对应于

相互平行的椭圆型拉伸裂纹，总损伤体积可定义为％=rrN，Ⅳ(c2)t总裂纹面积

以=4ICrW(C)．(c)表示裂纹半长在(c。，q)范围内其橱率分布的数学期望值。这

里co为最小裂纹半长(假定为常数)，Cj为最大裂纹半长。“)表示单一裂纹面积，

由上面方程取e(△F)fa～=o或者o(△F)旧(』)=o，可以得到同一表达式：

孚f器卜％畸 眩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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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只有当(c2)和(c)彼此互为函数关系时候才有意义，因此无一般解。但
是对于常数Co，微裂纹分布为分形分布时候，上式能用解析解。

类似于Griffith应变能释放率，定义分形裂纹群的应变能释放率(对应NT条

裂纹群情况)为：

∥c咖一㈤*一(器]坼=孚(器]。， 眩⋯

则动态破坏准则式中G’>e=2y，公式U为整个系统的应变能，正比于损伤

体积。数学期望<·>表示每个裂纹单元内参量的平均值。这样当裂纹趋于1时，G’

就还原到单裂纹体的应变能释放率Go，在裂纹群损伤演化过程中，微小裂纹对损

伤断裂的影响应当受到重视，特别是在流体和固体相互作用的应力腐蚀环境中。

假设在区域(Go，Gc)内应力腐蚀将引起稳定的裂纹损伤演化Go认为应变能释放

的最小值，它对应于亚临界裂纹扩展的起始点。当G<Go时，裂纹发生愈合，因此

Go对应于给定外应力仃下由于应力腐蚀而引起扩展的最小裂纹尺寸。这种应力腐

蚀现象的存在导致了一个稳定的自由能最小值，因为在应力低于动态破坏强度以

下，附加了在裂尖以应力腐蚀反应为形式的流体和固体相互作用所对应的自由能

的(负)贡献。如果这种流．固相互作用仅发生在裂纹表面上，那么这种效应可由物

理化学释放率Y’来反映(代替y 0当裂纹扩展速率增加到动态扩展速率时，裂尖流

体的扩散速率就抑制住应力腐蚀。这时机械能支配裂纹扩展，Y’j Y。如没有应

力腐蚀的影响。则最大主裂纹控制整个材料破坏。Griffith忽略了这种现象，只考

虑机械自由能，也就忽略了大量更小的裂纹对材料损伤破坏的贡献。然而实验室

和现场资料(特别是混凝土)都证实了这些小裂纹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损伤初期。图

2．4给出了单一扩展裂纹从亚临界到临界状态的转化示意图。

Vmax

愈纹；1 。梦／-髫雾I 趟I临界裂

合 展
7 级珂

／；展一
0

———--一 一

Go G，

图2．4单一扩展裂纹从亚临界到临界状态的转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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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伤面积仍可增加。对于常值NT，亚临界裂纹的扩展条件可改写为：

G件一㈤M=等㈦M功’∥<e 泣∽

这t'4-G’同时反映了由于力学和化学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总裂纹而积和损伤体

积的变化程度。从公式可以得到：能量贮存于体积中，但在裂纹扩展过程中，而

释放于表面上。由方程知G’的确定得先已知裂纹长度分布的一阶和二阶矩，即

(c)、(c2)。大量研究已发现材料损伤演化过程中，微裂纹满足分形尺寸分布眇1，
即裂纹半长的概率分布可表达为：

p(C≥x)=(C／Co)u (2．13)

D∈fo，31为裂纹分布的分维，计算裂纹半长的i阶矩(i≠D)：

(c‘)=Co[D／(D—f)][1一(q／Co)1一。]／[1一(q／Co)一。] (2．14)

当i=D时候

(c‘)=D四111(Cl／Co)／l 1-(q／C0)加l (2．15)

应当注意当D>I时候，(C)和损伤面积凡主要由大量的小裂纹支配，而当
D<I时候是大裂纹做贡献，因为裂纹长度增加后会产生应力集中。这样D=I体现

了从稳定态向失稳态过渡的临界点。稳态状况下，大量小裂纹的贡献在于对裂纹

总面积的增加(D>1)，而当D<I，由于损伤演化导致宏观裂纹的应力集中使得裂

纹产生新的裂纹面积，从而引起非稳态断裂。

当假定微裂纹分布是自相似分形分布，则D为常数，NT可以损伤演化。这就

可以确定修正的Griffith能量释放率：

咣"竿(器卜％功’ 泣㈣

由方程可知，当D≠1，2时候：

㈤叩nG=co(琶)[≮挈一]
当D=2时候

删叩以G=Co[一] 泣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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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D=I时候

黼A％=Co[一] ㈦∽

公式中x=Cl／Co。图给出了对于不同NT值的修正Crri伍th能量释放率G'／Go的

平方根(定义Co=1)与分维值D的相关曲线，可以看到材料的断裂韧性厩负
相关于微裂纹分布的分维D。

2．1．4 Weibull模量与材料强度的分形性质

混凝土等脆性材料的强度具有统计特性，但是其材料本身就有很大的离散性，

这是材料结构中各种尺度缺陷随机分布的必然结果，必须用概率的非确定性的方

法来处理。W．Weibullt73】应用最弱环原理对强度的统计理论作了基础性的工作，后

经Cumbel、Boltin、Batdorf,Jayatilaka和Provan等人f”铘】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统

计断裂力学这一学科。

材料的损伤演化过程其实是分形维数增加的过程，其具有较好的统计自相似

性。现在应用统计力学原理，从理论上探讨W．Weibull模量、材料强度与微裂纹分

布的分形维数之间的关系。

最弱环原理的假设如下：考虑由N个环组成的链，设每个环在应力为盯时的

断裂概率为厂(仃)，假设最弱环的断裂导致整条链的断裂，则在应力口时整条链的

断裂概率为：

弓(。)=I-E1-F(o)]^≈1一exp[一脬(仃)](如果N很大) (2．20)

F(0

＼-——————————、，————————————／
N个

图2．5最弱环原理示意图

将图2．5所示的环看成是裂纹Pf为含有N跳裂纹体在应力盯时候的断裂概率。

做了两个假设第一，材料是各向同性且统计均匀的；第二，最危险裂纹的失稳扩

展导致整个构件断裂。则裂纹的断裂强度分布可由三参数WeibuU分布近似得到其

概率密度函数厂(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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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夏等厂唧[一降门雕％ 眨2，，

0， 仃<％

公式(2．21)中的％为应力的门槛值，对于混凝土等脆性材料，一殷司取值

为零。吼代表了尺度参数，m代表Weibull模量或形状因子，一般认为是经验材料

常数，由此计算一条裂纹引发的断裂概率为：

即H他肛，一唧l_(等门 眨22，

由最弱环原理计算含有N条裂纹的试件的断裂概率为：

Pf(,，)=1-exp『-Ⅳ(等门 眨23，

考虑到 N~v， 对于一般情况， 上面公式推广为

Pf(o)=1-expM警卜y I，其中V表示特删砣％脚，以代表裂
纹的体密度。对于混凝土等脆性材料，可取值c5。=0，则试件的断裂概率为：

弓。。，=，一exp[一Ⅳ(丢)”]=·一exp[一工(云]”儿dy] c2．24，

材料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同尺度的缺陷，这里统称为微裂纹。材料的断裂可视

为微裂纹不断地成核、生长、扩展、聚集和贯通的最终结果，这个从微观损伤发

展到宏观断裂的过程就是分形。可假设微裂纹分布具有分形特征，由下面公式

N=Ca"D (2．25)

这里Ⅳ是裂纹尺寸大于a(口是Griffith裂纹半长)的微裂纹数目，C为比例常数。

微裂纹尺寸的分布函数如下【79】：

F(口)=1_(、詈j ，通过求导后得到其密度函数公式如下：

巾)=剿。柏’ 眨26，

本公式中，ao为裂纹核尺寸。

考虑两等同事件：p(o≥吒)=尸(口≥ac)，得到一条微裂纹在应力盯下引发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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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概率船(小e卵(小㈡’从式中口c为虾的裂纹失稳扩展的临界尺
寸。

由脆性断裂临界条件仃=口＆／√乃％，可以得到口c=(口＆)2／fro-2对于平面应
力状态，a=1；对于平面应变状态，口=(1+D2)，u为泊松比，所以可以得到

即，=[譬H尚]D=[南卜⋯⋯⋯仃
应力下的总断裂概率公式如下：

Pr(,,)=1-explf一Ⅳc(砑7t'a0,卜l 眨27，一Ⅳcl瓦)zj矿DI 眨27)

注意公式是由裂纹强度的weibull分布到处的试件断裂概率，上式由微裂纹尺

寸的分形分布导出的试件断裂概率现将公式(2．24)改写为(2．28)：

弓(。)=1一exp[一挑仃”J (2·28)

将公式(2．27)转换为(2．29)：

哆(。)=1一exp[一也也仃2D] (2．29)

由公式(2．28)和(2．29)可以知道N和N。均是构件的微裂纹总数，kl和k2

均是材料的L-t；例常数有关，比较后可以得到：

由此可知，Weibull模量ITI并非材料常数，同样材料的试件，微观结构不同，

in值不同，ITI是材料结构中缺陷分布不规则程度的度量，可用分形维数来表征。

以往材料的Weibull模量都是通过实验(如三点弯曲)来测定，研究结果显示可以通

过材料结构的分形特征来测定微裂纹分布的分形维数而得到weibull模量。

为了研究材料内微裂纹分布的分维D与强度吼的关系。取材料断裂强度的数

学期望，由概率论可知：

O"c=f仃嘭=f(1一弓)d仃代入(2．27)公式后得到：

吖H南卜卜 ㈦3t，

籼=Ml曲P拥G撇a溅咆)=弦‘1妣相糯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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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聊)=F(聊+1)则有吒=等坠札专11(1+--51-5]考虑4Zao 13
到N。是试件中微裂纹

＼ ，

总数可以表示Nc=Ca0～，代入上式得到

叹=鲁c击(，+面1) 泣32，

由方程(2．32)可知材料的断裂强度依赖于分形维数D，即材料内微裂纹分布

方式，应当指出的是以上理论只适用于拉应力状态下的脆性断裂。

2．2分形与断裂概述

现实中很多材料的变形与破坏问题涉及到时间尺度和长度尺度的影响，其中

许多发生在非平衡条件下的非线性过程。大量的工作是针对均匀介质中平直裂纹

尖端的扩展，而实际材料是非均匀的，裂纹几何形状往往很复杂和非规则的。近

几年来，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分形、符号动力学、小波分析已广泛应用于材

料的破坏和变形的研究中。分形作为一种新的手段可以定量的表述裂纹扩展路径

和材料的破碎，甚至是能量的耗散。当考虑裂纹扩展的不规则性，可以建立一系

列的裂纹扩展的分形模型，以更好地描述在动、静载荷下裂纹的扩展规律。

2．2．1断裂表面的分形特征与自相似性程度

材料断裂表面定量分析的最新方法之一就是用分形来表征断裂表面，它是材

料断裂表面粗糙度的一种度量。

自Mandelbrot【80J等人在1 984年首次应用分形定量分析金属断裂表面以来，国

内外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Pallde【81】等，Mecholsk-y and Machin[821，Cahn[831，

Chen and Runt[841，Peng and Tian【85】，Saouma【86】等，Bouchaud，Chelidze and Gueguen，

Issa、Barton，Carpinteri[∥7】等分布研究了不同材料断裂表面的分析特征以及表面分

形维与能量耗散和断裂韧性之间的关系。近些年分形的应用取得了很大进展，大

致可以分成二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89)，研究断裂表面的粗糙和不规则性，

具有统计的自相似性，从感觉上把它看成一种分形结构。从分形测量原理上，人

们普遍采用Mandelbrot的周长一面积关系：第二阶段(1989．1994)就是从第一阶段

所取得一系列成果中，研究断裂表面确实存在某种统计自相似性。基于分形测量

原理，从测度观和量纲分析入手，重新修正周长．面积关系，并从物理机理上和分

形几何本身来剖析第一阶段分形断裂表面分析中存在的相互矛盾的结果和结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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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1 993年至今)就是人们从物理本质上深层次地来考察断裂表面的分形特

征。断裂表面不是简单的自相似，而是自仿射分形，应当用多重分形或各向异性

自相似性分形来准确描述。

目前有四种分形量测方法【”4佣对材料断裂表面的分形测量，分别是周长．面积

关系方法、剖面位形、幂律谱方法和自仿射分形方法。

①周长．面积P．A法

分形中的周长．面积关系最早是由Mandelbrot提出，同时测定分形周界曲线的

分形维数，并称之为小岛法。

／＼
(a) (b) (c) (d)

图2．6 Koch岛构造过程

由图2．6可见Koch岛可以看到，Koch岛的周长P是分形曲线且趋于无穷大，

而该益线所围面积(A)是有限的，是欧氏测度下的面积。如果考察经典几何图形的

周长和面积，选L为图形的边长或半径．则对直线段图形(正方形、矩形、正四面体

等)来说可有如下的关系式；

周长P～L，面积A～L2，体积V～L3对于曲线图像，周长P～L(半径)，面积

A～L2，体积V～L3，由此总结为对规则几何图像的周长．面积关系与周长．体积关系

分别为pUl～A1也和pill-Vm。

Mandelbrot把这一概念推广到类似Koch岛这样的分形图形，认为对于不规则

图形(如云彩、夹杂物、沉淀相等)的周长其面积和体积的关系有
P1他~A1尼 (2．33)

P1仍～V1乃 (2．34)

上面公式表示非标准(分形)周界的周长和标准面的面积或体积之间的关系。

由第一个公式求出D
1

1／Dlog(P)=C+去109(么) (2．35)
Z

或者
，)

log(P)=C+÷109(彳) (2．36)
Z

其中C为常数。由一系列周长和面积数据的双对数图上直线的斜率S

可以得到D：

D=2S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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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材料的断裂表面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粗糙性。在显微镜下看这些粗糙性就

如坐在飞机上看地球表面的山川河流一样。当在断裂表面利用真空镀膜技术镀上

一层镍，然后平行于断面平面用细砂纸磨去一层并抛光。则凸出的部分被磨去之

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发亮，称之为“岛”。而没有磨到的区域会发暗，称之为“湖”。

这样断裂平面的粗糙程度就转化为在图象分析仪屏幕上展示的千姿百态形状各异

的“岛”和“湖”。当假设这些千姿百态的“岛”和“湖”具有Koch岛的性质，就可以应

用方程来测量这些“岛”和“湖”的周长和面积。由此而测定的分维D就作为刻画该

断裂表面粗糙性程度的特征参量。事实上。这些“岛”和“湖”的尺寸随着磨耗层深度

的增加而增多。利用图象分析仪可以非常方便和迅速地测量出每个“岛”的周长和面

积，在双对数坐标图上发现周长和面积成很好的直线关系。并可利用线性回归直

接计算出断面的分维值：

。：2兰!log

Af『logP,-坠塑log旦log=』 。2瑚，

∑【log 4】‘一圭∑【109 4】‘

式中n为所测“岛”的数目。

随着断裂面分形分析不断深入，人们对规则几何周长．面积关系(2．38)式进行了

更深入的探讨。从量纲数的特点可以看出所要求的几何图形是：周界曲线是分形

曲线，D是这条分形曲线的分维，从而它的“真实氏度”是Hausdorff长度，这条曲

线围成一个单连通的平面几何图形，并是欧氏面积。那么将(2．33)公式改写成等

式时，Feder[241和董连科【25】假设(2．33)式的等式为：

P1伪=a(d)A172 (2．39)

如果将P视为分形曲线的Hausdorff长度，由量纲f尸1-D，则方程的量纲分析
为

1=[尸U。]一[口(万)]+[么u2]=[口(万)]+1 (2．40)

由此得到[口(万)]=0．[口(万)]其中是标量，于是式(2．39)得至IJ P“。=aA“2，其

中a为常量与测量码尺无关。一般来说测定曲线Hausdorff长度比测定其欧式长度

要困难些，若将P看成分形曲线欧式长度，则『P1=l。由此得到公式：

尸l／。=去一[口(万)彳u2]_[口(万)]+扣】-[口(万)]+1 (2．41)

由(2．41)推导得到[口(万)]=三等，这里口(艿)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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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万)=‰(秽加p (2。42)

这样欧式周长的度量可以有(2．43)表示：

p。17D--ao(a)‘1一。p A172 (2．43)

可见方程式(2．39)和式(2．43)都是分形中周长．面积关系的合理表示，差别在对

分形曲线长度测量中前者使用了Hausdorrff长度。而后者使用了欧氏长度【88】。

②剖面位形法

如果断裂表面具有分形特性的话，在断裂表面取一剖面后得到的剖而位形就

应当是分形曲线。这样就可由分形曲线的量测方法来测定其分形维数。

一般分形曲线的长度公式可以由(2．44)表示：

三=厶占1。D (2．44)

学者Mandelbort定义占为码尺，如果将三视为欧式长度【89】，Lo看成分形曲线

的初始操作长度或“表观”长度，分析可以得到【三】=1，go]=1，继续解得：

1=【三】=[厶s1。。]=【三0】+[占卜。]=l+[占1。。]，要求[占卜。]=o，也就是无量纲量。

因此占是分形曲线的标度。测度表达公式为LE=Log卜D，下标E表示欧式测度下的

量；如果将L视为分形曲线的欧式长度，将占看成码尺，于是【三】=l，[占】=1。量纲

方程为：

1=【三]=I厶占1。D I=【厶】+(1一D)【占】=【厶】+(1一D) (2．45)

由此z．。，I。[Ⅷ】=D，这表明，厶是分形曲线HauSdorff测度下的长度，记做LoB，

k=k万卜D (2．46)

【L0】-(卜D)【占】=【厶】即【Lo】．D，这说明Lo也是Hausdorff长度。由于初始
操作长度或表观长度Lo是欧式空间中的直线段，贝JJLoH=嚣=磁

因此进一步如=Lo圩占1。D=LoDEEl-D，在欧式和Hausdorff测度下只有以上三种

理解。

k=磁万1一=Lo￡(5／LoE)卜。当令占=a／LoE为无量纲标度时候，分形曲线长度

有两种：

k=厶E占卜D 1
k=LoE万卜D J

另一种是在Hausdorff测度下的长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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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测度还是Hausdorff钡1度，分形曲线长度表达是唯一的。

当在断面上截取一个剖面后，就可测定出该剖面曲线的分维值D。因为断裂

表面是统计意义下的自相似性，因此每一剖面曲线的分维D只反映在这一方向上

的粗糙性，不能看作整个断面的粗糙性的表征。一般说来，对一个断面的剖面曲

线测量，选定许多条相互垂直的剖面曲线。沿平行和垂直于作用力的方向，至少

取15．20条剖面曲线进行分形曲线长度量测，然后对所测定的分维取平均值，以此

平均值来代表该断裂表面的粗糙程度和分形性质。

③幂律谱方法

幂律谱方法来源于时间序列分析，在这个方法中，幂律谱是根据剖面数据来

计算的。谱方法获得的最长和最短波长正好等于剖面长度和标度间隔的两倍。一

般地，从自相似或自仿射表面量测的谱具有幂律谱密度函数关系，即

％矿s=仨嚣：式中to=2z／2,I新裂表面的分形雉数估计就可以
根据幂律谱双对数图的斜率来决定。

④自仿射分形方法

对于自仿射分形剖面或表面，在方差函数各自相关距离之间的关系为：

(Zi--Zj)2)=K((一一_)2+(只一”)2)2爿 (2．48)

式(·)表示对大量样本点取平均，zi是点(薯，x，)的粗糙高度，K为比例常数，
H是相关于分形维数的自仿射因子，即D--n．H

对于分形曲线和分形表面，n分别为2和3。考虑单变量函数z(x)，对断面

剖面让r表示相邻点之间的距离，N为数据采样点数目，J为对r的迭代数变量，Z

(xi)为在点xi的粗糙高度。用平方差增量法，可以定义方差V(r)：

y(，．)=去∑[z(五+，-)一z(五)] (2．49)

一般的说V(r)具有幂指数律关系。

V(r)=Ar声，公式中A是系数，在V(r)与r的对数图中，A是V(r)轴的截距，

∥是双对数图中的斜率。由公式可以得出断裂表面的分形维数为：D=1一∥／2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人员应用该法来研究粗糙断裂剖面。一些研究结果发现【蚓

随分维D是粗糙性度量外，截矩A也与粗糙性相关。也就是描述断裂表面的粗糙

性，可能得需要两个参量来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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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断裂表面的分形特征

国内外大量实验结果表明，在某标度范围内许多材料的断裂表面，尤其是脆

性非均质材料如混凝土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分形特征。

Mandelbrot[801等最早研究金属材料断裂表面的粗糙性。他们使用周长．面积关

系和断裂剖面法测量了300级马氏体钢不同热处理程度下冲击试样断裂表面的分

形维数，发现冲击能随分形维数增加成单调下降的直线关系。对于直接拉伸和三

点弯曲试验，根据周长．面积关系得到了断面分维D与材料宏观力学量m为应变能

q为抗拉强度G，为损伤断裂能)的对应关系如表达式为：

D=ma—m2q (2．50)

式中m1和m2为材料常数，它可能与材料的微结构、受力方式相关。穆在勤【27】依

据周长．面积关系测定了马氏体时效钢冲击破坏断面的分形维数，并民建立了

logKi。和分维D的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得到两个结论：其一是断面表面可以看成统计自相似分形、

可以用分形来定量地刻画断面表面的粗糙性。其次是材料断裂后，断裂表面表现

出来的不规则性反映了在断裂时损伤断裂的能量耗散及微结构效应，这样根据断

面的分维可追溯到材料断裂时的宏观力学行为(Gf和KlC)等。它给出了一种新的

方法直接从材料破坏后的断面定量分析去推测它的断裂性质和材料的失效原因，

这对于材料断裂分析和工程实际的失效估测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断裂表面的分维

与材料断裂韧度的相关关系是负相关的，即材料韧度随分维值的增大而降低。这

些实验结果在物理意义上很难解释。因为在几何上，较高的分维值对应一个较粗

糙的断裂表面，物理上应对应高的材料韧度值。在分形几何中，严格的曲线定义

中的分维D是当码尺标度占j 0时的极限值。这意味着在分维值的测量过程中。

只有当当码尺标度占足够小时候，才能获得D的真实值。

2．2．4微结构、微观断裂与分形

材料微观结构处于高阶有序和无序之间的范围。材料微结构单元可以分为空

穴、位错、晶粒边界，分散的粒子材料在损伤演化过程中，其微结构将经历从有

序到无序的过程，同时它们的空间占位即维数也发生连续变化。如空穴(d=O)凝结

而形成位错(d=1)，位错形成晶格边界(d=2)，进而在如点阵中层错的堆积而形成11cD

粒子(d=3)。也就是说微结构单元是发展式转换的，其空间占位是连续变化的。这

种连续变化伴随着材料内部的各向异性、无序逾渗，微结构的混沌、分形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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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等等现象的出现。

对于微结构无序的定量刻画就是分维，可以定性的设想：分维D属于(0，1)

之间对应于微结构点元到线元的变化，D属于(0，2)对应于微结构线元到面元的

变化(位错．晶界)，D属于(2，3)对应于微结构面元到体元的变化(晶界．粒子)。

单一位错线不是直接(D>1)，单一晶界不是光滑的(D>2)，都有分形特征。

给定一个位错场，通常对直线位错假定位错密度Pl与位错空间占位Sl存在以

下关系：

Pl=Sl。1当考虑到位错分形效应时候，位错线的真正长度应当由方程这样表

述：

n：掣：学≥(XLo)／y (2．5·)

位错的不规则分布可能起源于光滑位错线与点缺陷的相互作用或直线位错的

相互交截。现假设岛为晶界密度，Sb为晶界占位，C为晶粒平均尺寸。在经典分

析中，

Pl=∑彳／V (2．52)

考虑到晶粒边界的粗糙性，晶界密度B应当修正为下式：

仍：挈：幽V：∑[∥一。]2／E (2．53)

公式中Lo相关于平均晶粒尺寸：Lo≈s。x／2，三(占)是真实的晶界长度，尺码

占的取值范围可为b<厶占<&，这里b为晶界厚度，对于大塑性变形的晶界，自相

似性分形在较大范围内存在。产生晶界的初始粗糙性的原因可能是材料热变形所

致。在材料损伤过程中，这种粗糙性将不断发展，因为在滑移面、剪切帮的塑性

变形明显导致多重剪切、晶界的错位和褶皱。

①滑移线、塑性剪切与分形

根据塑性微观理论，在屈服应力下塑性变形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材料内部位错

的形成，位错运动所形成的晶格之间的错位，进而形成滑移场，用S表述滑移线

结构的占位，h代表其高度，材料的宏观塑性剪切变形7可以对单位体积内所有滑

移线的微观剪切变形(h／s)进行求和来获得：

tgy2≥]h／S (2．54)

用分形描述滑移场相当困难，滑移分布不仅仅取决于应变的方位和应变量，

而且取决于材料的微结构的特征。众所周知位错线滑移穿过一个随机的平面点障

碍是位错理论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最近已发展一些数值方法，尤其是对强障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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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以确定位错线穿过障碍的临界应力。在临界应力时，位错线的各个部分可

以具有各种长度和方位，在统计分布的障碍之间是弯曲的。这种形状具有某种整

体上的拓扑性质，而与位错线的位置无关。这种位错线的模拟结果都表明滑移位

错线具有分形性质。在这种条件下，屈服应力实质上是微观尺度上的渝渗阈值，

可能与微观结构的分维有关。

②微观断裂的分形模型【154】

材料断裂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若要想探讨材料的断裂机理，就必须从微观

的角度来研究其断裂过程。大量的试验表明，材料的微观断裂形式，主要是穿晶f解

理)断裂和沿晶断裂及它们相互的耦合形式，同时也有微裂纹的成核、扩展和贯通。

穿晶断裂是发生在结晶材料中最脆弱的一种断裂形式，从宏观上说它没有明

显的塑性变形，但微观上是存在局部塑性变形的。穿晶或解理断裂是系因原子键

的简单破裂而沿结晶面直接拉开，通常发生在某个特定的结晶面上。在断裂表面

中解理断裂经常出现河流状、不规则纹路和台阶状花样。

根据分形几何原理，从图出的穿晶断裂的分形模型(生成元ccd)可以得到：

N=3，，．=1／2．236，D=l093／l092．236=1．365 (2．55)

如果假定在公式所考虑的单位厚度的断裂面积为彳宏，则实际单位厚度的断裂
面积A实硝宏，当考虑平直裂纹扩展长度为三。时，而裂纹的不规则性扩展(如穿晶

断裂的台阶状)在该区域内的实际长度L(s1大，由此可得

生=[L(S)／Lo]4 (2．56)

裂纹临界扩展力应推广为：

G=2l三(万)／Lo l以 (2．57)

根据分形曲线长度的估算式可以得到：

L(8)=Loe卜D=留(占厶)卜D=留万1却 (2．58)

上式占、万的区别在于占为无量纲码尺，万为有量纲码尺。因为在断裂力学分

析中，均考虑单位长度，因此有厶=1，又因为微观尺度是晶粒尺寸，即晶粒尺寸

d就是粗糙性的下限，所以码尺万=‰=d，这样就有得到C=2声1～。注意到在

数学分形构造中，每一步构造均是以生成元来变形，那么生成元的折线长度与生

产元长度之比就可以看做无量纲码尺长度占，为在理论分析中减少一待确定参数即

码尺万，近似选择占=，．，，．就是自相似比，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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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圯卜G功㈡卜。 眩59，

当在微观断裂分析中，取三o=1，则

G=2yd卜D，对于建立的穿晶断裂分形模型，临界裂纹扩展力为

G=f2．236)o‘365x2y=1．34x2y (2．60)

这表明实际穿晶断裂所需能力耗散比Griffith定义的2丫要大1．34倍。事实上

已有很多实验研究表明材料脆性断裂所产生新的表面所耗能量大于2Y。

沿晶断裂表现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具有微孔隙微裂纹的沿晶断裂，另一类

是没有微孔隙存在的沿晶断裂，对于混凝土类材料，晶粒间的粘结强度要低于晶

粒本身的强度，在材料组织内部沿晶界存在脆性属性以及材料本身独立的滑移系

数不足，材料内多晶体在变形中未能保证微观连续性的条件，所有这些因素均能

导致沿晶断裂发生。

沿晶断裂也是导致断裂表面粗糙性和裂纹扩展不规则性起因之一。龙期威提

出了两种沿晶断裂的分形模式如公式(2．61)．(2．65)所示。

计算分析中，选N=L／cCo，(江1，2)，，．=岛／厶 (2．61)

模式a N=2，，r=l／1．732，D=l092／log(1．732)=1．26 (2．62)

模式b N=4，r=1／3，D=l094／log(3)=1．26 (2．63)

这样相应的裂纹临界扩展力可由此计算

模式a G=(1．732)n26 x 2y=1．15x2y (2．64)

模式b G=(3)n26x2y=1．33x2y (2．65)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材料断面上，可以找到沿晶断裂和穿晶断裂两种断裂形式。

因为材料内部晶粒中的微孔隙、微裂纹、夹杂、第一二相等引起局部应力集中，

导致穿晶断裂，而一般伴随着也会有沿晶断裂发生，所以一个断面一般地是沿晶

和穿晶断裂的耦合体如图2．7所示。在通常的分析中，具有86％以上的沿晶断裂机

理的断面称为沿晶断裂面，而具有80％以上穿晶断裂机理的断面称为穿晶断裂面，

否则为沿晶和穿晶耦合断裂面。根据分形几何原则，可以得到

丁Ⅳ：5产“3．605
L D=l095／log(3．6051=1．255 (2．66)

由此可以得到相应的裂纹临界扩展力公式为(2．6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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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3．605)。2”×2y=1．38x2y

弋
图2．7沿晶与穿晶耦合断裂分形模型

2．3三维裂缝求解方法研究

针对钢筋混凝土高大索塔开裂问题，做了两个假设：①混凝土的开裂是I型裂

纹②假设裂纹是椭圆型的，如图2-8所示。

核心问题是要计算索塔的裂缝的深度问题．实际中从索塔监测的数据可以得到

裂缝的表面的长度和宽度值，为了得到裂缝的深度值，这里假设裂缝为椭圆形或

半椭圆状态的。应用两种方法计算索塔裂缝的深度问题。

图2—8单一裂缝扩展示意图

推导了两种计算裂缝深度的理论公式解析解，第一种计算方法如下面所阐述。

首先建立应力强度因子K，与裂纹纵向张开位移u的关系，将裂纹纵向张开位

移的平方如下式表示：

“2(r．Y)=u：H(x，Y) (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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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x，Y)是假定的已知函数，满足H(o，0)=1和H(五，Y1)=0；uo是位移

场的待定幅值。如图所示，(x，y)是裂纹表面上的任意点，(x1，Y1)是裂纹前缘

上的任意点A(xl，Y1)附近，应用泰勒级数展开式，略去高阶小量，应用H函数

满足条件，可得到法向切片裂纹张开位移的平方如下：

以w一；恳卜小岛沪M)) 眨69，

×I

l△l
(×1，V1) )

f
—厂 —’、．

∥训) Z 。、
—

C Y

图2—9单一裂缝平面示意图

图2．10单一裂缝竖向切面示意图

过点A(xl，Y1)作平行于Z轴的横截面与平行于Y轴的纵截面，他们都垂直

于XY平面。在点A的临域中，以上两种截面的裂纹张开位移分别为：

啪M)=“絮：而(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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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为

“2(五，少)=％2i0H嘲(y—M) (2．71)

于是，有上面两个公式在裂纹前缘的A点附近，法向切片裂纹张开位移的平

“2(x,y)=“；(x一咒)+“；(五一y)=“；{Ⅳ(x，Y1)+H(x1，y)) (2．72)

显然裂纹前缘任意点的位移为两个正交面上位移矢量和，引入法向切片上距

离裂纹前缘为r的一点的坐标为

X=xa—rsinO．Y=Yl—rcos

将(2．73)代入到(2．69)可以进一步在法向切片上裂纹张开位移为：

(2．73)

(2．74)

假定沿着Z方向的法向切片在裂纹前缘附近的裂纹张开位移与应力强度因子

具有如下关系

公式中，En为广义弹性模量，表示成

E=E+(巨一E)尺(矽)，巨=再E
对于深埋裂纹，法向切片处于平面应变状态，可以取值

R(矽)一，E=骂=专

(2．75)

(2．76)

(2．77)

(2．78)

对于表面裂纹，法向切片从qo=0处平面应力状态过渡到9=11／2处平面应变状

态。从而，得到：

R(≯)=sin々o，E=E+(巨-E)sinrp由本式可以得到法向切片的应力强度因子

与裂纹张开位移的关系为

霹一X8 E。2“；譬sin≯+等cos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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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向切片的总能量释放率为：

s=击班一和悟蛐警叫嚣 ‘28∞

公式中给出了能量释放率，应力强度因子，广义弹性模量和裂纹张开位移之

间的关系。

第二种计算裂缝深度的解析解计算公式是基于断裂力学1型裂纹的应力强度

因子关系推导出来的，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图2-11椭圆裂缝衙化不慧圈

由断裂力学经典的I型裂纹应力强度园子．可以查到无限太扳长度加l的中心

裂纹受到无穷远处的单向拉伸力作用，其应力强度因子K。=吼√”马，半无限大板

在有长度为口2的单边裂缝受到拉伸荷载作用，■’=11120-2厉。如图2111所示
索塔的裂纹，实际上该条三维裂纹可以看成是由表面裂纹和内部裂纹组成，即一
个2矾的中心裂纹核一个长度为啦的单边裂纹组成，如图2·12所示。

图2．12中心裂缝受拉和单边裂纹受拉示意圈

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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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引入一个修正的系数∥，令∥局=墨’。即得到

∥q√石=1．12rr2厩2’ (2．81)

兵中∥值的确定n--]以通过做实验得到的实验数据测得。可以得到索塔裂纹的

纵向深度口2值。

假设无穷远场的应力是q=0-2=0-，∥,ff=1．12√i

fl=1．12／--詈2 (2．82)

总应变能可以表示为柔度C的形式

K=去F万=去扩2，其中变形与荷载的比值柔度c：鱼
Z Z F

f0．旦出 (2．83)2南
a．

＼厶oj／

K=芸·妒1一rrd=10．6口：
能量释放率可以由应变能对裂纹长度的导数求得

瓯2鼍71 6掣』4仃6卜差叫‘

加， 4 钯， ～I～加，1 J

Gc 2去砰
其中，

fE 平面应力状态

巨。{_冬平面应变状态
I l一“‘

q=去砰=州万告口：]
扣2吼同2丫1 6卜筹叫

¨22⋯=州占蔷口2)
应用双悬臂梁理论(图2．13)进行计算裂绛窬唐和溟序的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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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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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建立挠曲线微分方程

Elco”=一M(x、

积分一次得到

日国’=一鱼2(口2x一锻2+手]+GI 3 J
‘

积分两次得到

口国=一鱼(口2—X—22 2一口兰3+兰12]+cjx+C2I 』
1 2

在悬臂梁理论中，边界条件的固定端挠度和转角都是零，即

三：=。0．,∞cot-=0。由此可以得到，C1=C2=。

∞=去睁3 z2一￡12]∞=——l口——一口‘——一——l
2日I J

所以在自由端的挠度值

万 国 仃f 口3 2口2 a3 1 仃口：一=一=——l口——一口。——一——I=—二
2 2 2日l 3 2 12 J$E／

从而，

^

万：oa__i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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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式(2．96)代入公式(2．90)，计算得到：

¨22一甲1 E6卜鲁a2R巨《署+等口：)_鲁㈦州
从而得到，

1．122万：堕 (2．98)

从而，

，：!丝= (2．99)，=—————————=——一 L／

再把公式(2．99)代入到(2．96)

O一：兰兰!：!兰：翌丝 (2．100)=——————————o LZ．1UU，

公式(2．81)对于平面应力状态，al=0，对于平面应变状态a1趋近于无穷大。

对于0<q<∞，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由以上的分析得到的，

fl=1．12摇 ㈦101)

也就是说当通过测量得到的裂纹的表面的长度口l和宽度万的时候，就可以得

到122值，从而得到∥值。

从以上理论计算可以知道，al、122、∥、万四个值决定了三维裂纹的一个状态。

2．4索塔混凝土开裂的应力强度因子与分形维数关系研究

2．4．1索塔混凝土直线型裂纹的扩展研究

假定混凝土裂缝为理想的线弹性体，根据经典断裂力学原理，裂缝的扩展取

决于裂缝端部的应力集中程度即应力强度因子与材料的抗裂韧性【9¨，应力强度因

子是表征弹性裂纹尖端区域应力场强弱程度的参量，当裂缝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

大于材料的抗裂韧度，裂缝就会发生扩展现象，当其小于材料的抗裂韧度时，裂

缝稳定。混凝土裂缝属于张开型裂缝，等效于经典断裂力学中最简单的裂缝I型

裂纹，如图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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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混凝土张开型裂缝示意图

在无限板上裂缝整个裂纹面上作用均布拉力o，其裂缝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为

Kl=G· (2．102)

式中：o为作用在裂缝面上的均匀应力；a为裂缝长度。索塔混凝土裂缝尖端

的应力强度因子可参照断裂力学中I型裂纹来求解。计算模型如图2．15所示：

图2．15计算模型

图中横坐标沿裂缝扩展的方向，裂缝深度的中点为纵坐标，‰为开裂半径，从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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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塔表面点至混凝土开裂处的距离。假设混凝土裂缝继续扩展深度为，女．砌，在斜

拉索索力的水平分力及温度产生的拉应力共同荷载岛作用下，塔外壁混凝土会受

到拉应力的作用，即在裂缝中会产生一对集中力P，的作用。根据弹塑性力学原理

才得到：
，．

P，=卫po(to≤，≤珞) (2．103)

由文献[921得到混凝土裂缝的应力强度因子：

◆剥纛r加钔一层l志+厄C去一争石珐l
I型裂纹失稳扩展的判据为：KI三K】C，式中K1c为裂缝的抗裂韧度。当温度

荷载和索力分量引起的荷载拉力达到一定值时，索塔外表面混凝土裂缝的应力强

度因子将超过其抗裂韧度，则裂缝会失稳扩展直至达到钢筋层，若不及时处理，

在巨大索力影响下裂缝继续扩展钢筋也会锈蚀，这些都严重影响索塔的寿命。

2．4．2混凝土分形裂纹的扩展研究

断裂力学中假设的是裂纹沿着直线平面扩展，而现场实测以及大量的试验表

明，混凝土材料的断裂面都是非常不规则和粗糙的，用直线型裂纹来近似模拟精

度较低。而分形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非线性数学工具，为分析材料中一类不规则

几何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解释‘931。在欧几里德几何中，如果用码尺6去

测量长度为上的直线，则：

k=Nx万=常数 (2．105)

式中N为量测直线L时使用码尺6去覆盖的次数。实际上许多自然物体的位形是

不规则的，并不存在以上简单的量测关系。从宏观尺度来看，混凝土裂缝的扩展

路径是光滑的规则曲线，但从微观尺度来看，裂缝的扩展总是弯弯曲曲和不规则

的。

考虑索塔混凝土裂缝沿分形路径扩展，建立索塔混凝土裂缝扩展的分形模型

如图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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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裂纹扩展的分析模型

在断裂力学中，Griffith和Irwin研究材料的断裂性能提出了裂纹临界扩展力

准则，将裂纹扩展的临界断裂能定义为：

吒，=2‘ (2．111)

式中，，．厂单位宏观量度断裂面积的表面能(假设裂纹是沿直线扩展)；实际衬
砌混凝土裂缝的扩展时沿着不规则的路径向前扩展的，其真实的断裂面积彳实要

大于表观平直面断裂面积么宏，单位厚度的断裂面积可表示为下式：

如=[三(万)／厶(万)]么宏 (2．112)

式中，三o(回为裂纹路径的直线长度即裂纹路径的表观长度，L(05为裂纹不沿规则路

径扩展的长度。因此推导出裂纹沿不规则路径扩展的临界断裂能可表示为：

6篇=2【三(万)／厶(万)】‘ (2．113)

将(2．107)式代入(Z113)式可得：

Glut=2rsrl～ (2．114)

由(2．111)和(2．114)式可得出

吒=吒，，．卜D (2．115)

由断裂力学原理可知，I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

子与断裂能G面。的关系式为：

／q=彳√吒 (2．116)

由图2．16可得出裂纹沿不规则路径扩展的断裂面积为

么’：么，．D-1 (2．117)

假设裂纹沿不规则路径扩展的裂缝尖端应力强度因子为KD，则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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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嚣离纛](2m。≯¨眦后l志+厄岛一争—焉I

2．5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材料分形损伤的特征和损伤演化的分形机理，接着探讨了分

形与材料断裂表面的关系，微观断裂与分形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期的理论研究，

推导了三维裂缝的解析解计算公式，为三维裂缝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推

导了索塔裂缝沿不规则路径扩展的应力强度因子与分形维数之间的关系式，得到

了以下结论：

F
①由公式∥=1．12．／兰可以知道当通过测量得到的裂纹的表面的长度a1和宽

＼『q

度占的时候，就可以得到a2值，从而得到∥值。从以上理论计算可以知道，a1、a2、

∥、艿四个值决定了三维裂纹的一个状态。

②基于分形理论计算出来的裂缝应力强度因子比理想直线型裂纹扩展下要

小，判断要更精确，并且裂缝不规则扩展更接近于实际的裂缝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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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斜拉桥高大索塔裂缝成因分析及信息采集处理技术

混凝土索塔属于大体积混凝土在运营若干年后一定会出现不同程度、不同形

式的裂缝，应该说这是混凝土结构存在的普遍问题。混凝土结构中，微裂纹肉眼

看不到，肉眼可见范围以O．05mm为界，大于等于O．05mm的裂缝称为宏观裂缝，

宏观裂缝是微观裂缝扩展形成的结果。结构分析中通常提到的裂缝均指宏观裂缝，

但是微观裂缝也不容忽视。结构内部微观裂缝的扩展积累才最终形成宏观的裂缝。

本章分别介绍了索塔混凝土典型裂缝情况、高大索塔裂缝的监测设备以及裂缝处

理方法。

3．1混凝土结构裂缝的基本类型

3．1．1按混凝土裂缝成因划分

结构在使用过程中承受着，即外荷载和变形荷载，按裂缝成因分析主要有以

下的三种情况：第一是由外荷载比如汽车荷载、地震、大风对结构引起的直接应

力影响，即按照常规计算方法的主要应力引起的裂缝；第二是主要由外荷载的影

响，此外结构本身产生的二次应力，从而引起的结构的裂缝；第三是结构自身变

形引起的裂缝。主要是因为结构的温度、收缩和徐变或者是不均匀沉降等因素导

致的结构变形受到约束，此时结构的内部将产生拉应力，当拉应力超越规范限制

时候就会引起混凝土裂缝。

3．1．2按混凝土发生时间划分

混凝土的成型发展一般可按水泥水化进程把分为四个阶段：①塑性阶段，从

浇捣完成开始至终凝完成的时段，对普通混凝土一般约为6．12h的时段。在该时段

中，混凝土仍处于塑性流变阶段，水化反应剧烈，物理化学性质都极不稳定，体

积变化强烈。②早前期阶段，一般指12h(终凝完成后)至72h的时段。该阶段中，

水化进程过半，混凝土内部形成了基本的微观结构体系，强度和刚度发展极为迅

速。③早期阶段，一般指72h至90d的时段。该段中，水化过程基本结束，混凝

土的强度和刚度发展减缓而趋于成熟。④成熟阶段，一般指90d以后的时段。该

阶段中仍有极微弱的水化过程继续，混凝土强度和刚度的发展达到稳定状态，属

于通常讨论的普通结构混凝土的性质范畴。“混凝土早期裂缝”主要是针对早前期阶

段和早期阶段这两个主要时段而言。一般认为这类裂缝主要与以下因素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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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浇筑温度、边界约束、养护、配合比、结构尺寸以及配筋、振捣方式、外

界温度和湿度、拆模时间等。

混凝土早期裂缝机理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实际工程中往往由于结构体系或

抗裂结构设计不合理，或施工工序不恰当、或养护不充分，从而直接加剧裂缝的

生成和发展，使其超出可接受的范围，而带来安全性、实用性等一系列问题。混

凝土晚期裂缝主要是针对成熟阶段来说的。其破坏的主要原因与边界，结构尺寸

和配筋、混合比、温度、负荷、腐蚀等因素有关。

外荷载裂缝发生在混凝土结构成型后较长时间内，而变形变化中的水化热温

升引起的温度裂缝及混凝土收缩裂缝则主要发生在混凝土早期。因此，对于混凝

土早期裂缝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完善早期

裂缝的生成、发展机理试验研究，建立早期裂缝开展控制分析方法，是混凝土结

构裂缝控制研究的中心任务。

3．1．3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斜拉桥索塔承受了斜拉索的巨大拉力作用，故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索塔来

说，需要控制桥塔应力分布状态、塔顶位移以及在压弯组合受力状态下塔的裂缝

分布情况。对于混凝土索塔结构来说最直观病害的现象就是表观裂缝的开展情况，

所以本文通过塔柱裂缝分布来反演高大索塔安全性能，从而对索塔进行安全性评

价领域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3．2塔柱裂缝成因分析

混凝土塔柱裂缝起因一般由两种情形分别是：第--#!-荷载引起；第二变形荷

载引起的。前者是指塔柱在各种荷载作用下，混凝土内部产生的拉应力超过规范

允许的抗拉强度限值，从而使塔柱结构产生了裂缝；后者产生的原因主要由温度、

混凝土的收缩徐变以及结构的不均匀沉降等变形引起，这类裂缝与索塔结构的刚

度和约束情况有关，当产生的混凝土应力超过材料抗拉强度时就出现开裂。当然

大部分裂缝均是由外荷载和变形荷载耦合作用所产生的。

通过裂缝出现的部位、长度、宽度以及环境情况等因素可以综合分析裂缝产

生的原因。通过研究国内外文献资料可以知道，在实际工程中由荷载引起的混凝

土结构物的裂缝约占总的20％，由混凝土结构物的变形而造成的裂缝大约占80％，

大部分的裂缝并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二者耦合引起的【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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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斜拉桥索塔混凝土典型裂缝

虽然各国专家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混凝土桥梁早期开裂原因进行了剖

析，取得了部分进展，但大多都是对承台等大体积混凝土的结构防裂措施亦或施

工工艺进行了研究，像对高大索塔的裂缝产生机理和根源都没有进行详尽的阐述，

主要原因在于高大索塔较高而一般的检测人员不好进行攀爬，无法获取准确的数

据等等。

混凝土斜拉桥高大索塔严格来说属于大体积混凝土；索塔的开裂不但施工工

艺和施工过程及养护措施的不到位等有关，同时与运营期间超重、超载及温度变

化等多重因素耦合有关，使得索塔开裂裂缝情况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层次

性。现列举国内几座斜拉桥索塔开裂情况简介【97】。

①索塔塔内局部存在竖向微裂缝，在索塔塔内共发现52条竖向裂缝，长度

介于O．5-8．Om之间，裂缝总长为86．27m，其中上游侧北塔内有1条裂缝宽度为

0．1 8mm，其余裂缝宽度均不大于0．1 5mm；在下游侧南塔距桥面18m处有1条竖

向裂缝断续贯通至上横梁，缝宽O．05mm；上游侧南塔塔顶洞口倒角处多条裂缝泛

碱，长度介于O．5,--0．8m之间。北塔内所有锚头处钢模未拆且严重锈蚀；塔内局部

区域存在混凝土破损、露筋、蜂窝麻面；塔内部分灯管缺失、损坏，塔顶栏杆锈

蚀；北塔上横梁顶部积水。

②某三塔双索面PC斜拉桥，主跨300m。索塔是双柱式结构。检测后发现表

面有多条长度在1-2m、宽度大约0．1—0．5mm的纵向裂缝出现。通过测定其裂缝深

度为6．8cm，非贯穿性裂缝。索塔混凝土保护层的厚度是8cm。总结了该混凝土斜

拉桥裂缝分布情况发现主要以索塔表面竖向裂缝的形式出现。

③夷陵长江大桥位于宜昌，主桥是三塔预应力混凝土箱形斜拉桥。索塔结构

为倒Y钻石型结构。整座桥梁完工验收准备通车时候，发现塔柱出现较多裂缝。

经过现场实地测量3～5号索塔裂缝分布范围较大，数量较多。其中3号塔合计裂

缝14条，4号塔合计裂缝13条，5号塔裂缝共计15条。3～5号索塔最长裂缝分别

为3．54m、3．5m和4．1m，裂缝未发展到顶面。上下施工节段中的各条裂缝是不连

通的。

④广东某斜拉桥是主跨300m的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 1#索塔塔体外表面

出现竖向裂缝，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竖向裂缝在逐渐的不断增加，通过现场的

实测发现裂缝实测深度约几厘米，沿塔体外面边长均匀分布， 2#墩索塔塔塔体

外表面竖向裂缝依然出现，且数量增多。

⑤荆州长江公路大桥为200m+500m+200m的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位于湖

北省。索塔顺桥向上、下游塔柱均发现裂缝，裂缝位于顺桥向(长边)中部和1／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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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垂直于长边方向，且表现出开裂有序性，裂缝宽度为0．08"--'0．15mm，长度

大约为2．0m，间距1．8．-．3．2m。

⑥重庆马桑溪长江大桥主桥为360m的混凝土斜拉桥。索塔采用倒Y型。运

营多年后经过检测发现两索塔侧壁从塔底向上沿塔中心线出现多道裂缝，裂缝主

要发生在中塔柱段塔中心线附近，裂缝宽度在0．14--1．3mm之间，裂缝的最大深度

为23．70cm，裂缝长度在0．8m-20．Om之间；中塔箱倒角存在有细小裂缝，沿倒角

线自底延伸至中塔顶。

⑦重庆李家沱大桥，主跨跨径为444m，塔柱材料为C40混凝土，从1997年

初通车至今，发现两个索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2#索塔裂缝主要集中在17～

24号锚箱之间的区段，其他3个塔柱裂缝主要集中在20"---'24号锚箱之间。在3#

索塔上游侧，出现最长裂缝约15m，最大深度64mm，其他位置的裂缝深度多在

20"--'40mm之间。

3．4斜拉桥塔柱裂缝统计及分析

通过对几座有代表性的斜拉桥索塔裂缝信息进行调查统计，发现塔柱结构均

出现了些许裂缝，其中以非锚固区竖向裂缝最为常见，最长已到达20m。本节根

据裂缝形成的位置及走向，从结构受力及施工条件、外在约束等方面分析了其产

生的原因。[98-]oo]

3．4．1锚固区裂缝

斜拉桥索塔锚固区是主要受压构件。锚固区构造复杂，当斜拉索强大的集中

力影响，使塔柱锚固区成为裂缝的多发区域，调查结果显示，塔柱江侧和岸侧的

裂缝明显多于临江侧和桥侧的裂缝，通常情况下临江一侧布索区出现裂缝的数量

多于靠近岸边一侧布索区的裂缝数量。原因是在江侧及岸侧设置了锚头，塔壁被

开孔，力流产生了绕射现象，在孔洞附近密集，产生了巨大的局部应力集中现象，

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而产生了裂缝，而且大部分裂纹始发端在索孔，以索孔为

中心呈放射状。

塔柱锚固区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变形很小，其锚固区还要受斜拉索强大的竖向

分力及水平分力，在横系梁以上的上塔柱临江或河侧会产生少量纵向、横向裂缝，

桥岸侧没有明显的裂纹，这些裂缝是应力集中产生的荷载裂缝。在实际工程中，

为抵抗斜拉索锚下强大集中力对箱形截面索塔的作用，保证斜拉索锚固区有足够

的抗裂性和极限承载力，通常要用预应力筋加强锚固区，传统的U型布束给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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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且布设预应力筋时不容易定位，在转弯处存在弯折变向，为

避免u型布束在弯折处易使混凝土塔柱锚固区产生混凝土崩裂裂缝，重庆江津观

音岩长江大桥的主塔设计中采用井字形钢绞线加强索塔锚固区的技术．但是井字

形预应力布置增加了锚固孔的位置，增大了施工的复杂性。

3．4 2非锚固区裂缝

混凝土索塔非锚固区的裂缝一般可由外荷载或变形荷载引起，有的由外荷载

和变形荷载的耦合作用引起。前者是在荷载作用下，索塔混凝土的拉应力超过了

材料的抗拉强度致使索塔结构开裂；后者主要是指裂缝由温度变化、混凝土收缩

徐变、基础的不均匀沉降等引起，这类裂缝与索塔结构的刚度和约束情况有关，

当应力超过当时的材料强度时就出现开裂，裂缝出现后变形得到满足，应力就得

到释放。

从现有的调研资料显示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属于结构

变形(温度、收缩、不均匀沉陷)为主引起的约占80％；一种是荷载为主引起的约

占20％【ⅢI。有的裂缝的产生和扩展往往是变形和荷载共同作用的结果，且相互影

响。

①非锚固区竖向裂缝

在对塔柱结构裂缝进行统计过程中，非锚固区的竖向裂缝为最常见的裂缝，

并且外壁竖向裂缝较多而内壁少，其中某些斜拉桥塔柱竖向裂缝长已达到lO多米，

从外观上给使用者不安全感，如图3-1所示。

一图3．1石n丈桥竖向裂缝

由结构力学及强度理论可知，对于轴心受压的构件，当应力超过其材料的抗

力将沿结构表面出现平行于受力方向短而密的平行裂缝。从塔柱结构受力情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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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塔柱主要受轴向压力及弯矩的综合作用，所以塔柱结构所产生的竖向裂缝，

可能只是有荷载所引起，也有可能是有变形引起，需进一步分析。对于塔柱这样

的大体积混凝土，温度也是形成裂缝的主要因素。

由于表面冷却及收缩引起的温度应力，其收缩当量温差的计算，根据水泥在

硬化过程中，释放水化热的同时，混凝土便产生收缩变形。在大体积混凝土温度

裂缝计算中，可将混凝土的收缩值，换算成相当于引起同样温度变形所需要的温

度值，即“收缩当量温差”，以便按温差计算混凝土的应力。塔壁中心与塔壁表面的

收缩差占，，(f)可根据经验公式(3．1)计算

占y(f)=《(1一P-0．01t)M1M2⋯Mo (3．1)

式中：占?代表标况下的最终收缩变形值；M代表水泥的修正系数；％为水
泥细度的修正系数；M，为骨料修正系数；M为水灰比修正系数；必为水泥浆量

修正系数；坂为龄期修正系数；M7为环境温度修正系数；鸠为水力半径的倒数；

鸠为操作方法有关的修正系数；M。为与配筋率E以毛4有关的修正系数，其中
E、邑分别为钢筋和混凝土的弹性模量(MPa)，彳。、4分别为钢筋和混凝土的截

面积细聊乡。根据实桥塔壁材料进行实际取值。

收缩当量温差通常按下式计算：

丁(，)：—sy—(t)
口

(3．2)

式中：r(t)为t龄期混凝土收缩当量温差(℃)；

口为混凝土线膨胀系数。一般取口=1．0x10一。

温度应力的简化计算：要想根据已知的温度准确分析温差及收缩差产生的应

力的严格计算十分复杂，涉及的不定参数较多，为便于计算，根据实际经验，可

以限定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分布函数。

温度应力往往和混凝土的干缩所引起的应力共同作用。另外，混凝土的徐变

使温度应力有相当大的松驰，计算温度应力时，不能忽略混凝土徐变的影响。下

面具体讨论混凝土冷却时因为塔壁表面散热快而中心散热慢产生的温差引起的温

度应力，在此温度应力作用下，表面混凝土受拉，中心混凝土受压。

设塔壁中心温度为瓦而塔壁内外表面温度因散热而降为零，并假定温度沿壁

厚呈抛物线分布，则：

1，2

T(y)=ToO一鲁) (3．3)
仃

式中h—壁厚的一半，y一塔壁内某点至塔壁中心的距离。在边界上，塔壁表

面丁(y)。：±^=0，塔壁中心丁(y)。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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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塔在变形时，必然受到约束条件的约束，从而产生温度应力。由于温度分

布的对称性。可以分两步对温度应力进行计算：首先沿x方向施加全约束作用，

算出全约束应力，然后释放梁端约束计算引起的应力，叠加得出X方向的应力。

在全约束条件下，混凝土结构的变形，是温差与温度膨胀系数的乘积，即

占=△丁。口，则全约束应力：

t(y)=一Ear(y)=一E口毛(1一参) (3·4)

式中：肛材料的弹性模量；投一材料的线膨胀系数。
由于温度是对称于x轴的，故释放梁端约束引起的应力盯：为：

《=去匕E口丁(y)ay=万1 hh E嵋．(·一芳]方=；E口瓦 c3．5)

总温度应力吒(Y)为：

q(y)=《(y)+《=E口焉f菩一三] (3．6)

由于壁厚的实际应力状态是平面应力问题，将上述结果除以(1一∥)，再考虑到

徐变引起的应力松弛，乘以松弛系数日(，，r)，使得最终的温度自约束应力吒(Y)
为：

∞)=等学睁爿 限7，

截面为箱形截面，箱形截面内外表面温差引起的约束弯矩可按如下形式简化

计算。箱形截面如图3-2所示，取lm高的塔体进行计算分析，结构相当于一个封

闭的框架，外表降温T。 ·

Z

y

图3．2塔柱温度场及温度应力分布

在转角处切开需用铰来等效代替，释放约束代之以力矩，由约束力矩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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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壁转角之和等于由温差引起的转角之和。

由力矩引起的转角：‰=笔兰警

由温躬麟梳％=爱

％c2棼
O，：Ac-azT吼LAcc·

则：—MAB—LAB一些＆：丝k-1．．—otTL—Acj?

2EjAB 2EJAC 2dAB 2dAc

由节点力平衡关系可知：‰=一心c
因此：

口州纽+丘1M∞：一MAc：—盘掣 (3．8)
兰磐J-竺』￡

E)AB酣AC

GAB 2老 咿老 限”

由塔体壁厚表面与中心的收缩差、温差产生的自约束应力为壁中心受压、其

余表面受拉；由塔体箱形截面内外侧温差、收缩差产生的应力为外侧受拉、内侧

受压。两个因素产生的应力叠加，若塔结构为箱形截面，塔体内侧表面拉、压呈

抵消作用，塔体外侧呈增加作用，如果超过了混凝土的极限抗拉强度，在塔体外

侧出现竖向裂缝，并且因拉应力沿一边长度上相同，裂缝基本沿边长均匀分布【loo]。

由于混凝土索塔的竖向钢筋较多，而索塔的施工和使用环境又较复杂，其产

生的竖向裂缝也有可能由施工原因、钢筋锈蚀和基础不均匀沉降等引起。

1)擅自更改结构施工顺序，不严格按设计图纸施工，改变结构体系受力模式；

施工工艺不严密。比如施工速度过快，索塔混凝土强度未到达要求即开始张拉预

应力，使得塔柱产生竖向裂缝。

2)施工速度太慢，承台与索塔之间施工转换期过长，使索塔根部新交混凝土

与早期已形成强度完成了大部分收缩徐变的承台混凝土之间收缩不平衡，因受承

台混凝土的约束而产生塔根部位的竖向裂缝。

3)混凝土索塔竖向裂缝破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钢筋锈蚀产生锈胀顺筋裂

缝。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受高温多雨环境的影响，易造成混凝土索塔沿竖向钢筋

锈胀开裂和保护层脱落等严重病害。

4)斜拉桥建成以后由于地质变化或其他原因，使索塔基础发生不均匀沉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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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柱结构而言，容易引起其结构的竖向或斜裂缝。

由以上分析可知，塔柱结构竖向裂缝是在荷载及变形的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

②非锚固区纵向、横向裂缝

对于主要以受轴向力为主的塔柱结构，在弯矩及轴向压力共同作用下，在拉

应力超过混凝土抗压强度后，可能产生纵、横向裂缝，如图3 3所示。归纳起来主

要有直接应力裂缝和次应力裂缝两种。这两种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有：

设计方面：结构受力假设不合理、结构荷载漏算：构造处理不当；设计不考

虑施工的可能性和计算模型不当或计算错误等。

施工方面：较大斜率的塔柱施工过程中支撑不够或不够科学，会在根部出现

的超过受力容许值较大的拉力而产生的塔根部位水平纵向裂缝。

使用阶段：桥梁超负荷运行，通过超出设计荷载的重型车辆，人、车流量大

大高于设计时的规定，如由于索塔很高，承受的风荷载使索塔产生弯矩，从而产

生纵、横向裂缝。

图3．3石几大桥横向裂缝

文献【4】中提到，对于索塔非锚固区的纵向、横向裂纹一般为温度裂缝，因此，

笔者认为温度荷载时引起非锚固区的纵向、横向裂纹的主要原因。

温度裂缝发生在索塔上时，裂缝宽度大小不一，且沿索塔高度方向有变化。

斜拉桥的索塔一般很高，如上海杨浦大桥，索塔高达220m。对高耸结构来说，其

变形与温差及高度的平方成正比，与结构水平宽度成反比㈣I。日照在向阳面和背

阴面产生的温差将导致索塔产生较大的变形。变形状态下材料的基本应力与应变

的关系可表示为‘眦I：

￡=％+口r (3 10)

式中：￡一结构内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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仃一结构内应力；

E_一材料的弹性模量；

口—材料的线胀系数；

瑚度。
式(3．1 o)表明，在材料确定的前提下，温差越大，产生的变形就越大。当结构

内部或外部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时，混凝土将发生变形，若变形受到约束，将在结

构内产生应力，当应力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时将导致结构表面出现纵向、横向

裂缝。

除温度产生的纵、横向裂缝外，塔柱混凝土收缩也是产生此种裂缝的原因，

而且是一种常见的裂缝。混凝土收缩规律早期发展快，后期发展慢。最初的三个

月收缩值可达总收缩的60％"--'70％，半年可达到总收缩值的70％"--'80％，三年内

基本完成。索塔属于高耸结构，风速大，混凝土水分蒸发快，容易产生裂缝。

由以上分析可知，塔柱结构裂缝产生及发展的原因及其复杂，但裂缝扩展的

长度及宽度对塔柱结构的安全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下面将从理论详细分析

裂缝基本信息与塔柱结构构造及安全性的关系。

3．5用于监测高大索塔裂缝的智能行走装置

据统计，由于箱内外温差、构造和配筋不当及外荷载作用，现有在役缆、索

桥梁75％以上存在开裂现象。然而对于运营缆索桥梁的索塔健康监测，目前还没

有完备的方案，往往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人工观察与测量，而传统检测方法费用

高、时间长，有时还要中断交通，并且由于索塔高度往往超过100米，传统方法

难以安全到达一些重要部位进行观察，影响其健康状态的正确分析与评价。随着

交通量的不断增长和桥梁事故的不断增加，该类桥梁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索塔的健康状态检测也因此受到了重视。寻求经济、实用、可靠的在役索塔健康

检测与快速评价技术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和开发实用的索塔健康检测

技术对于保障桥梁安全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提出

一种针对斜拉桥、悬索桥等高大索塔裂缝信息智能监测的智能行走装置系统，可

以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对高大索塔进行实时的监控。本系统将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和重大的推广价值，如图3-4～图3．11所示。

简要介绍采用的智能行走装置的原理及具体实施方法详细说明如下面个五

点。

①机器人的运动分为上下运动和水平运动：

1)上下运动．交流伺服电机．减速器．拖曳轮．牵引钢丝．定滑轮．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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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平运动一直流电机．减速器．驱动链轮一传输链．检测设各：

②链条传动原理：由水平和垂直支撑链组成，链轮驱动链条在轨道中运动。

③杠杆式行走机构传动原理：两个行走滑轮通过连杆连接，通过杠杆原理，

当一端滑轮在素塔表面遇到凹凸不平地方另一端滑轮会更加压紧索塔表面。

④升降滑轮平衡装置的传动原理：本设计为400公斤的机器人总重，拖曳轮

直径为O 8m，驱动机器人扭矩为1600KNm。有了该平衡装置后，拖曳轮左边钢

丝通过定滑轮连接机器人，右边通过定滑轮连接平衡装置，在定滑轮的作用下如

果平衡装置重量与机器人相等，那么机器人行走时候，拖曳轮所提供的扭矩趋近

于零。

⑤张紧装置原理：在弹簧和杠杆的作用下，使得张紧轮作用于固定钢丝向外

的拉力为2KN，则固定钢丝作用于张紧装置反作用力也为2KN，靠2KN的拉力将

机器人固定于索塔面上。

彳复 琢
F 『

围34智能移动视频扫描装置三向视图

薰
—i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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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整体布置方案

顶部定滑。—盅L

检坝0工作
装置

牵引导向
钢丝绳

下部定滑

——显—一

驱动装置

张紧装置

图3．6牵目『导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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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下部导向定滑轮装置

图3—8驱动与张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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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行轮

图3．9检测工作装置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走行轨
道

图3．10桂测设备厦行走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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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各种导向、压紧殛定滑轮装置

结合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计算后，在重庆交通大学桥梁结构交通部重点实验

室制作了1：1的索塔节段钢结构模型，目的在于测试所研发的智能行走设备的安全

可靠性能以及高大索塔裂缝采集设备的性能调试工作。图3-12是索塔节段钢结构

足尺模型的制作过程，图3．13是智能行走装置的安装过程，图3—14开展了视频采

集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工作。

图3-12素塔节段足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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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智能行走设备安装

图3．14高清摄像头安装

通过以上的介绍把智能行走装置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如下介绍：

①将智能移动视频扫描装置进行组装，结合预定的缆索牵引装置进行安装，

将视频设备架于检测工作装置中的走形轨道上，预先调试视频设备是否能沿走形

轨道自由移动，并颡4试所有程序控制系统正常运行，最后启动牵引系统使机器人

对桥梁索塔表面进行视频采集并进行病害分析处理。

②基于以上智能移动视频扫描装置装置进行索塔病害检测时，将视频设备

架于行走车上，在智能电机设备在设定的程序下，按照预定的步骤和路线驱动视

频设备在竖直轨道行走车运动，使视频设备到达预定位置拍摄所需的高清视频资

料。同时，基于该智能移动视频扫描装置装置还可以进行索塔表明喷涂等维护工

作，具体由机器人搭载相应工具和材料到达预定地点进行喷涂作业，并可将喷涂

后的效果视频带回以各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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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平时定期检测及喷涂类工作采用均智能移动视频扫描装置的方式进行，

并对检修结果利用人工智能方式进行智能识别与评判，当病态情况严重时，再通

过检修爬梯通道进行相关的平台搭建、修复和加固处理。

3．6图像处理方法

高大索塔的信息采集后由于所获得的图像数量庞大⋯”，细节问题比较多，裂

纹分布的情况较为重要，因此需要对获得的图像进行必要的处理，去除各种干扰t

并将每幅小图像台成为一张大的图片。对图像的处理包括二值化裂纹图像的提取、

图像拼接、裂纹拟合。

3 6 1裂纹图像的二值化与提取

图像样本是拍摄施工现场索塔的图像，图像的拍摄过程中由于其光线、移动

和随机噪声的存在使得相邻样本的重叠部分在细节上并不完全相同，用原图做边

缘重叠匹配必然会由于细节问题而导致许多额外的误差和困难。因此必须首先对

图片进行二值化，使图片的边缘特征更加明显突出，以便于匹配和拼接。

如果仅用传统的二值化提取裂纹形态，很难得到理想效果，因为在提取出裂

缝图像时，对于图像较暗处会留下大量的阴影和噪声

]
、 一

如图3-lSCo)所示。
、

。
． ，

、
．

b

、

1 c) {d

图3—1 5裂缝图像二值化与提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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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量的阴影和噪声原因在于裂缝处的亮度相对较低，同时裂纹边缘亮度

变化和梯度值较大，因此，可以结合亮度与梯度的特点来设计结构元S1，使得：

S：(G[厂(x，y)]≥毛&G[厂(x，y)】≤乃) (3．11)

其中TG和TB分别为梯度阈值和亮度阈值，梯度操作数为：

G[厂(x，y)]=I厂(x，少)一f(x+l，y+1)l+I厂(x+1，y)一厂(x，y+1)l f3．121

通过式(3．11)得到的提取裂缝结果如图3．15(c)所示。图3．15(c)与传统的二

值化结果比较可以看出：该方法较好的提取了裂缝并去掉了大量的阴影，但是裂

缝旁的斑点有的直径大于裂缝宽度，所以也被保留了下来。若要去除斑点，可以

采用将斑点宽直径(即单个斑点中任意两点间的最大距离)与斑点面积的比值作

为结构元S2进行去除操作。由于裂缝有着细长的特点，即宽直径D与面积S之

比很大，而图像中的斑点接近于圆形，因此D与S之比满足：

、碴 ，

詈≈。叫％=去厨 限㈣
因此可设：

＆：旦≥一20 4Zg。S rcS f3．14)

提取最终结果如图3．1 5(d)所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塔柱裂缝图像提取技术是基于广义结构元与扩展形态

学滤波原理，可知新的方法相比传统方法有明显的优点，如可以直接对彩色图像

进行形态学滤波，可以提取图像的变化特征等。

3．6．2图像拼接

由于摄像机采集的预想位置的图像数据存在误差，通常有位移、畸变等情况，

因此将两幅相邻图片进行直接连接的想法无法很好的解决图像中出现的位移情

况，应该采用合理的算法进行相应的移动后再拼接。因为摄像机四周的畸变量基

本相同，而且裂纹的重现不需要绝对精确，所以可以不考虑畸变对图像的影响。

对于图像的拼接，按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①获取重叠区域信息

为了将两幅图进行拼接，需要进行反复的重叠测试，并为每一次重叠测试记

录下权值，取其中最优权值的方案为两幅图片的拼接方案。首先设定重叠区域的

最大宽度为Wmax，最大高度差为H1Tlax，拼接时要考虑有以下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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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左右拼接

图3．16拼接方式

b上下拼接

设左面(当为左右拼接情况时)或是上面(当为上下拼接情况时)的一幅图为g，，

另一幅图为92，两幅图的宽度和高度均分别为width和height；重叠区域高度满足：

矗∈卜k H一】，重叠区域宽度满足：w∈卜‰‰】o
设重叠部分的宽和高分别为W和h，根据似彬的组合方案进行10次组合计算：

阡rm“ 日皿靠

聆=∑∑ 1=2％。日一

根据每套方案的情况，分别计算出重叠部分的图像。

当为左右拼接时，图舶和图勘中的重叠部分分别是：

f0 h<0

石(训，w，办)2＆(w鼬--W+X,啊+y)，％2怯：办≥o
r 0 h>0

f2(x,y,w,h)2 92(x，红+y)，红2{一乃’，办≤o
当为上下拼接时，图幻和图船中的重叠部分分别是：

石(x，y,w,h)2 91(w1¨加igh7一乃+y)， wl
2

1 w0：Ww≥00
I ， <

(3．15)

(3．16)

(3．17)

(3．18)

f2(x,y,w,h)=92(w2+x,y，，w：={≯= 限㈣

②计算方案权值

在每个(w，h)的组合方案中，对重叠部分计算权值。

首先，计算出重叠部分的差异数量：

w h

diff[f,(x，Y，W，办)，A(x，Y，W，|}2)】-∑∑G(x，Y，W，办)xor A(x，Y，W，乃)】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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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计算出重叠部分总的白色区域(即看作背景)：

(3．20)

(3．21)

根据以上两式得到权值为：

p(w，办)=jb垡aic兰kI[2fi生(生x三Y刍二：：笔考嬲Y W×，。。％z∈【。w】，y∈[。I办门一～ ，，w，J12)，石(x，，，乃)]
。 r。 L |IJ

(3．22)

③最优值拼接

在拼接方案的测试过程，实际的可选择拼接方案可达w×h种，因此需要取一

个最优值作为最后的拼接方案。设权值最小的拼接方案的权值为‰(％，‰)，那么

存在：

P。(M_，‰)≤Vp(w，h)w∈[0陟二。】，h∈【一￡乙蛆。三乙缸】 (3．23)

则，取权值最小的拼接方案为最终方案。如果存在多个这样的pm(wm，llIll)，那

么选取其中W值最大的、lhi值最小的(上下拼接)，即其中最靠近中部边缘的一个

为最终拼接方案。

3．7裂缝宽度测量

数字图像裂缝的宽度测量方法较多，本文介绍利用左右边缘求裂缝宽度的方

法。该方法模仿人工测量裂缝宽度的方法，对于裂缝的左边缘的某一点，用两点

间距离公式遍历所有的右边缘的裂缝边界点，所得的距离最小值即此左边缘点处

的宽度值。

3．7．1轮廓跟踪

通过对裂缝二值化后的裂缝图像进行左右边界轮廓跟踪，就可以得到裂缝左

右边界的坐标值。轮廓跟踪裂缝左右边界的基本方法是：首先根据“探测准则”找

出目裂缝轮廓上的像素，再根据“跟踪准则”找出其它裂缝像素。

首先找到第一个边界像素的“探测准则”是：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

确定第一个黑点(即左下角的边界点)。由于边界是连续的，所以每边界点都可以

用它与前一个边界点间的角度来表示。

Ⅵ儿
办ⅣyX，L左rD、，庇

，，
HyX，L石．．．L

。∑一。∑硝
=Ⅺ厅WyX，L厶、乃

办WyX，L石P．．L七C口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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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准则可定义为：将第一个边界点作为初始点，搜索方向沿着左上方进行；

若左上方点为黑点，即可作为边界点，否则沿着顺时针方向旋转45度再次搜索，

直到找到黑点。将找到的黑点定义为新边界点，然后在当前搜索方向上顺着逆时

针方向再旋转90度，之后采用类似的搜索方法。右边界的搜索跟踪方式类似，不

在赘述。

3．7．2图像标定

要计算裂缝的实际宽度，就要对该系统进行标定。系统标定可以得到在像平

面上的实际长度和单位像素间的比值关系，设为a(mm／像素)。系统标定的具体步

骤为：在纸上画出两条平行线，两线相距lOmm，之后将其贴在待测结构表面上进

行图像采集工作，根据采集到的图像中两条线的位置计算出相距像素值。重复操

作数次，然后将多次测得的像素值取平均值。故可最终求出a(mm／像素)。

3．7．3宽度计算

通过轮廓跟踪和系统标定就可以进行各个裂缝宽度计算。假设裂缝左边界点

坐标(x，，乃)，右边界点的坐标(x，，”)，左右边界像素点距离为d，根据平面上两

点间距离公式，则

d 2√(_一西)2+(”一乃)2 (3．24)

对裂缝左边界的任意一个边界点，运用公式(3．20)遍历所有的裂缝右边界点，

得到d的最小值即为裂缝宽度。当然这样做的计算量大，且会做很多无用功，因

为真正有计算价值的是与其相对的数十个点。

因此，把对裂缝右边界的遍历分为“粗扫描”和“细扫描”两部分。在“粗扫描”

部分中，以恰当的步长对右边界点采用公式(3．24)进行计算，得到“粗扫描”下的裂

缝宽度最小值，然后再“细扫描”部分中，对上步裂缝宽度最小值对应的右边界点周

围处在步长以内的右边界逐点用公式(3．24)进行计算，此时得到的最佳裂缝宽度最

小值。

3．8裂缝图像向量化存储与模拟重现

数字图像‘114。116】所占用的信息和存储空间都比较大，特别是对大量的图像进行

长期存储时，对存储设备的要求将是难以满足的。即使能够进行存储，在对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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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裂缝分布进行重现时，目前的计算能力仍然难以完成要求。因此必须拽到合理

的图像存储与重现方案。

3．8 1裂缝图像向量化存储

在获取的待测面图像中，需要知道裂缝数量、裂缝走向、长短、裂缝宽度、

深度等信息。处理之前，将待测面划分为很多大小合适、长宽相同的块，然后对

每一块进行编号，记录每一块中的裂缝情况。

具体方法如下：分析每一块中的裂缝信息，如果一个图像块中无裂缝存在那

么，对该块记录为空。如果一个图像中有裂缝，则将每条裂缝编号，并把每条裂

缝分成少数几段，然后进行记录。记录的内容包括块的编号，裂缝编号，裂缝每

段的起始坐标，每段的虽宽宽度。通过上述过程，实际上把原始待测面的位图图

像转化为了数据量非常少的一些向量线段，对于存储和重现都非常有用。

3．8 2裂缝图像的模拟重现

裂缝图像重现是直观掌握裂缝信息的重要途径，对观察者而言，需要了解的

信息是裂缝出现的位置，长短和宽度，以及裂缝发展的情况。在进行模拟重现时，

首先设定待测面的空白图形范围，然后读取裂缝块的信息，在空白图形范围对应

的坐标处用相应粗细的线段拟台裂缝图像。由于是向量化的图形．因此在放大缩

小等操作上会很容易，对计算机特别是显示系统的要求不高，有利于快速重现。

图3．17是裂缝进行模拟重现的结果，图3-18为裂纹检测测试程序。

图3．17裂缝图像的模拟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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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本章小结

图3．1 8裂缝检测测试

本章首先介绍了斜拉桥高大塔柱裂缝成因及裂缝种类，之后提出了高大索塔

智能行走设备的研发与试验，最后对采集高大索塔裂缝信息进行数学手段处理问

题，为后文的塔柱裂缝仿真分析与混凝土缩尺模型试验打下了基础，主要结论如

下：

①研发了用于检测高大索塔裂缝的智能行走装置，并在实验室做了相关调

试，为后期掩工现场索塔裂缝检测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

②对于采集的索塔裂缝图像采用的处理手段包括二值化裂纹图像的提取、图

像拼接、裂纹拟合，然后分析每一块中的裂缝信息，如果一个图像块中无裂缝存

在那么，对该块记录为空，如果一个图像中有裂缝，则将每条裂缝编号，并把每

条裂缝分成少数几段，然后进行记录。记录的内容包括块的编号，裂缝编号，裂

缝每段的起始坐标，每段的最宽宽度。通过上述过程，实际上把原始待测面的位

图图像转化为了数据量非常少的一些向量线段，最后采用图像重现技术还原裂缝

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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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塔裂缝产生后，会对索塔的使用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引发桥梁的垮塌。本

章应用大型通用有限元软件建立索塔节段的空间实体模型，模拟了索塔裂缝产生、

裂缝扩展等过程，结合分形理论对索塔进行安全性评价，同时计算了温度场．应力

场耦合对索塔受力状态的影响作用。

4．1有限元分析理论

4．1．1实体单元介绍

考虑几何非线性的实体单元由等参单元构成，分为四节点、六节点、八节点、

十节点、十五节点、二十节点单元。各种单元均采用与线单元相同的形函数，不

采用非协调单元。

实体单元只有三个平动自由度分别是位移u、v、W。利用形函数Ni表示

如下。

N N N

材=∑M∽，V=∑Ⅳi¨，w=∑Ⅳj彬

实体单元采取的应力与应变公式如(4．1)所示。

s=≮S。s哆sz s咿s．=：sj譬，E=、En E叫E：E叫E曙E3譬
(4．1)

把公式(4．1)的虚应变的线性项进行相关处理后表达式如(4．2)。

6e=

抛．，

矾．r

b'w．

6u．y七矾?：

fly,：+Swy

dw．+flu．

+

以xT“，，+Svfv，+6wfw，

8u,f11．y+矾．?v．，+跏；w．y
6H??u?z+6v??v?：+8w：w：

占“，，T“，y"4"t罗V．xTV，y+6wfwy+t罗U,yr“，，+8v yrV，j+6w fw，

6u,fu?：+8V,yTV，pW?w?z-F<罗1．t,zTu。y+6v 7．，rv、y+Sw：rw y

6u，7“，+万v v，+ ， 。+ 甜．+万v。。v，+万w w．z7fiw
7
W flu

x7 x7，● '^ ’ ’^ ，- ，^ ’ ，● ’^ '‘ ，‘

(4 2)

式(4．2)可用假想位移6u与矩阵BL的乘积表示如下公式(4．3)，

fie=BL。皖+吃1皖=吃瓯 (4．3)

应变增量的线性项可用类似的方法表示如公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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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吃。皖+吃。瓯=眈△。

式(4．3)与式(4．4)dO的位移．应变关系矩阵如下

吃。=

盈。=

NLJ
0 0 N2．r⋯N N?l

0 0

0 Ul。y 0 0⋯0 N
N—v

0

0 0
NLz 0⋯．0 0 NN：

Nl。y N、，x 0
N2。y⋯．．NN。y NN；0

0
Nt?z Ul。y 0⋯．．0

NNj NN．y

Ul，：0 N、： N2，7．o oNN，：0 NNj

(4．4)

(4．5)

‘．，Ⅳ1．， ‘kⅣl，： 。bⅣl， ‘．，Ⅳ2。 ⋯．．’■。^r^rJ

Iu。yNl。r 1。yNl．y tw。yiv,jr t1／,vN：ir ⋯⋯1W。PNK2

‘，：M，： ‘叱Ⅳl，： ’M：Ⅳ1。： 7．：M， ⋯．．7K^_3

|弘JN、。y—H．yN、J ‘．。N、。y￥v。yN、， 1w?。Nt。y卓w。yNl，tu?。N2，￥U,yN2jr．．jw。|NN：y+1 w。yNK3

。u．vN、?；●u÷；N、y tv。rNlj+～．zN、，tw。yNL】￥w．【NL。y tu．yN：i一／'／,zN2,v--．-．tⅥ一PN K：+1 w?iNN，

u?lNI：●tlizNl3
1

7lNIJ+1 v?zNIJ lw?。N1j：一wjNI， ItIJNz?|+l诅?：N：，⋯．!w^NN：+1 wj：NKJ

6L={6tl?x flu．y乩?：6v．x 8v,y 8v,z跏?。跏．y跏?弋

也可用虚位移 flu与矩阵BNL的乘积表示如下

Bl 0 0 B2⋯⋯．BN 0 0

BNL21 0 B1 0 0⋯⋯0 BN 0

Lo 0 B1 0⋯⋯．0 0 Bsj

E={M， ％，， 虬)2

如r(7Ky K二)A“=flu丁(H出￡一t厂n。it) (4．9)
、 ￡ 肌， ＼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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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B：啦dy

K皿e=互。‘B：‘s‘B,,ldV

f。e=IPe tlRT7SdV

其中，‘S=

’S 0 0

O ‘S O

0 0 ‘S

，‘S=

t

s。

j

s斜

t

S，

s叮

?S略

E

SE

?s。

s。

E

S：

(4．10)

实体单元的分析中含有节点应力、应变结果，还可通过表格查看积分点的应

力、应变结果。积分次数如下。

四节点四面体：1个高斯点积分

六节点五面体：6个高斯点积分

八节点六面体：8个高斯点积分

十节点四面体：4个高斯点积分

十五节点五面体：9个高斯点积分

二十节点六面体：27个高斯点积分

4．1．2混凝土本构模型

混凝土本构关系模型对混凝土结构的非线性理论分析有较大影响。在本构关

系建立过程中多是基于连续介质力学的相关理论，同时结合砼的力学特性来确定

并调整本构关系中各种所需材料参数。混凝土本构关系实际就是应力应变关系曲

线。混凝土本构关系主要分【103】~【104】为线性弹性、非线性弹性、弹塑性及其他力学

理论等四种。弹塑性本构关系和非线性弹性关系是研究最多的两种本构。线弹性

理论认为应力应变加载、卸载时呈现线性关系，服从胡克定律，应力应变是相互

对应的关系。非线性弹性理论认为应力应变不成正比，但却有着对应关系。当卸

载后无残余应变，应力状态与加载时间是无关的，决定在于应变状态。非线性弹

性本构关系有增量型(如Darwin。Pecknold model)与全量型(如Ottosen model)两种。

弹塑性本构关系是把破坏面和屈服面分开进行处理。从混凝土单轴受压实验

研究结果来看，混凝土在应力未到达其极限强度之前，非线性的应力应变关系主

要受它的塑性变形影响，因此可以用屈服面理论来解释。但是在仃～s曲线的下降

阶段，混凝土的非线性关系则主要受混凝土内部微裂纹的影响，此时就是损伤断

裂的关系，可用破坏准则来评判【105d13】。一般在经典的强度理论中，有Tr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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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Mises和Druck-Prager等屈服准则，此外还有Zienkiewicz．Pande，W．F．Chen,

Nilsson屈服条件，破坏准则有Mohr。

4．1．3混凝土的受拉破坏准则

用于描述脆性材料受拉特性的常用模型是Rflnkine模型，用于对混凝土的受拉

破坏以及其他固体材料的全受压行为的阐释。RRtlkine模型采用的是最大主应力

盯1和通过实验得到的抗拉强度盯t来定义材料的屈服，也称做最大主应力屈服标

准，即假设最大主应力超过了材料的抗拉强度，那么材料就开始进入屈服阶段了。

它的屈服函数表示如公式(4．11)所示。

厂(仃，k)=q—q(k)=0 (4．11)

Rflnkine模型主要用于描述张拉的传递行为，通常与后面的主要描述剪切行为

的Mohr-Coulomb或者Drucker-Prager模型一起按复合屈服模型使用。

用不变量Il，J2，0和硬化参数1c来表示如公式(4．12)所示。

鹏m垆去压㈩9+驯+扣㈤=。 ㈤·2)

另外用芎，厂，0，Ⅳ等项表示如公式(4．13)所示。

北^舭)=而2，．㈧p+圳+去吲垆。 (4．13)

图4．1是在应力空间上Rankine模型的三维形状。在图4-2中的兀平面上为

正三角形，在子午平面上为等压轴的线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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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夕叫⋯’
e“ffm L∞EtⅢE# (¨d-一；日}t}m^∞8§Ⅲ$#

囝4也z平面和于午平面上的Rankine屈服面形状

41 4混凝土裂缝模型

如图4．3所示，混凝土的裂缝分析模型有离散裂缝模型(discrete crack model)

和弥散裂缝模型(smeared crack model)。离散裂缝模型是指在理论中裂缝的边界为

互相分离的，弥散裂缝模型认为裂纹呈分散分布状态，但在裂纹位置不分离。

图4—3混凝土裂缝梗型

离散裂缝模型有两点优点，第一，模拟裂缝引起的不连续；第二．模拟钢筋

的破坏和滑移。它的缺点是分析的精确度受输入特性等原因的影响较大，有限元

建模比较复杂等。建模的方法是在裂缝发生的位置自动分割单元，或者在预计产

生裂缝的位置使用界面单元等。弥散裂缝模型所做的假定是局部的裂缝分布在较

大的面上，通常情况下用于钢筋布置比较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上，其优点是建模

相对简单。弥散裂缝模型根据对裂缝发生角度的假设不同分为互相正交的裂缝和

非正交裂缝{“j71。另外根据裂缝的数值分析方法可分为分解应变模型、总应变模

型以及其它模型。

弥散裂缝模型中的分解应变模型是将总应变分解为裂缝应变和材料应变来计

算的。材料应变包含弹性应变、塑性应变、撩变、熟应变等。裂缝应变包含各种

角度的多个裂缝应变，因此可以扩展为非正交多方向裂缝模型。分解应变模型的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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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是第一，计算过程比较复杂，第二，决定特性时较难，第三，收敛性较差。

弥散裂缝模型中的总应变模型是不分离各种应变而是使用总应变，所以比较容易

公式化。

开裂前，混凝土的本构矩阵为公式(4．14)所示。

。。2丽Eo ×

1．v '， V 0 0 0

y 1．y y 0 0 0

y y 1．y 0 0 0

0 0 0 0．5(1-2v)0 0

0 0 0 0 0．50—2v)0
0 0 0 0 0 0．5(1-2v)

(4．14)

式中y为泊松比，Eo为初始弹性模量。

开裂后，混凝土处理为各向异性材料，在裂缝坐标系下，应力应变的增量关

系可以写作公式(4．15)：

△q1

Act22

△吒3

Ao"12

△吒3

△吒1

=DcI

Aell

A822

A833

Ayl2

Ay23

AY31

上式中，表达式含义如公式(4．16)所示。

D，=

一1．v2 v幽y幽o o o

△ A A

y掣去(鲁√]△ △I丘 』

y掣去(争)△ △I E J

去悟+刁。△L巨 ／

去(鲁一y2]。 。

。 。 。褊。
O

O

O

O

75

O 0

O

O

O

77E

2(1+v)

(4．15)

(4．16)

南。
一2

0

O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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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63寺(

式中Et为受拉软化模量，_为剪力传递系数，v为泊松比，Ec为混凝土弹性

模量，E。为初始弹性模量。

4 1 5 FRANC3D相关计算理论

FRANC3D计算预测多重负载下的累积裂纹扩展方向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序列

值的模型如图4-4所示。

图44预测多重负载下的累积裂纹扩展方向的应力强度园子的序列值

本文应用准静态模型，并用指数函数来确定相对点的生长量。裂纹扩展的局

部方向是由一扭结‘角度来决定的，这是定义的量，裂纹会偏离自相似方向测量并垂

直于裂纹面。扭结角0示意图见图4．5所示。

图4-5扭结角定义示意图

FRANC3D提供确定弯曲角度的五种算法，晟大拉伸应力(MTS)、最大剪应

力(MSS)、最大广义应力、展大应变能量释放率和平面扩展功能。



第四章混凝土索塔宏观开裂数值模拟研究

1)最大拉伸应力(MTS)准则

该理论预测裂缝扩展方向，这里环形应力％为最大值。对于各向同性材料来

说，环向应力可以得到I型应力强度因子群如下公式所示：

群(口)=％√丽=c。s引巧coS2导一吾％sill 9 i (4．17)

对于各向异性材料刚度特性的表达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可以用下面公式来表

达：

群(0)=％√2胛=石(巧，翰，％，0，o) (4．18)

此处，0代表在材料特性的轴和当前裂纹前端的坐标系统之间的夹角余弦。

如果一个各向同性材料的韧性是指定一个数值算法被用来寻找9角的最大值，

那么K；和‰与公式(4．17)和(4．18)是相等的。如果指定了各向异性韧性，扭

转角就被定义为最大的比值群／K，(目)，这里K。(乡)是用来衡量材料的定向抵抗裂
纹扩展。

2)最大剪应力(MSS)准则
有些材料在高剪切应力方向表现出裂纹增长，特别是裂纹前端的高剪切荷载。

MSS理论用于预测裂纹沿着一个方向扩展从而释放剪切应力。g=√盯阳2+盯甜2，
此值为最大值。对于各向同性材料的刚度特性，剪切应力的组成是为了解决II型
和IⅡ型应力强度因子问题，而得到的计算表达式如下：

f Kr口(o)=仃坩厮=去coS．01。K，sinO一杨(3COS9—1)】
．1翰(p)：％历：％c。s罢 (4．19)

对于各向异性材料的刚度特性表达式如下，

．j蟛(臼)=仃坩√至。厶(墨，Iql，b以@) (4．20)

l翰(0)=％√2万，．=厶(蟛，翰，％，0，o)
此处，@代表材料特性的轴和当前裂纹前端的坐标系统之间的夹角余弦。

如果一个各向同性材料的韧性是指定一个数值算法来计算0角值，那么最大值

表达式如下：

巧(秒)=√(尾磁(叫2+(艮翰(纠2 (4．21)

在这里岛、励可用于预测的剪切裂纹扩展方向并调整匹配假设或预测的行为

的具体参数。同时需要注意的是：MSS驱动裂纹扩展是现在不完全说法，关键问

题是寻求普遍一致的p因素。

如果指定了各向异性韧性，那么弯曲角度定义的最大比例可以用K；／K。(p)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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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义应力的最大值准则

广义应力准则预测裂纹发展的方向对应于更好的解决应力强度因子问题(K；

或者K：)从MTS和MSS准则中借鉴。p因素可以设置调整转变点从拉伸断裂到

剪切断裂，这将都会对不同的材料产生不同影响。

如果一部分的裂纹前端被确定一部分是拉伸断裂，另一部分是剪切断裂，可

能会出现一个突然且不连续性预测的扭角。这样的裂缝会导致划分网格失败，同

时它的裂纹几何形状可能是不准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选择MTS或者MSS

criteria来判断更为精确。

4)最大应变能量释放率准则

最大应变能量释放率准则预测裂纹生长在方向，由于裂缝生长导致最大裂缝

中的势能的变化率增长。对于各向同性韧性材料，这个角度是由公式(4．22)来计

算得到，

G(臼)=(群(州2+(尾群(叫2+(如％(叫2 (4．22)

解决应力强度定义方程如上面的公式所示，对于各向异性材料表达式如下：

即，=[器]2+(错]2+(错]2 ㈤23，

此公式结果得到的是最大值，p因素可以用来调整行为假设或观察到的材料的行

为。

4．2算例

广西大冲桥工程概况，主桥跨径为(149．12+332+1 13)m的双塔双索面预应力

混凝土高低塔(子母塔)斜拉桥，采用钢筋混凝土“H”型索塔，塔柱截面采用空心

薄璧截面。其中，高塔塔高132．3m，高塔塔柱顺桥向宽度由塔顶的6．5米渐变至

塔底的7．983米，横桥向宽度由塔顶的4．8米渐变至塔底的7．521米，塔柱顺桥向

壁厚120cm，横桥向壁厚80cm；矮塔塔高99．5m，矮塔塔柱顺桥向宽度由塔顶的

6．5米渐变至塔底的7．615米，横桥向宽度由塔顶的4．8米渐变至塔底的6．814米，

塔柱顺桥向壁厚120cm，横桥向壁厚80cm。斜拉桥索塔上拉索区域内设置环向U

型15—12、15-16预应力钢绞线。全桥有限元计算模型如图4．6所示。

78



第四章混凝土索塔宏观开裂数值模拟研究

图4{大冲桥全桥有限元模型

4 3索塔运营阶段最大索力确定

首先采用杆系有限元程序Madis Civil对广西大冲大桥进行全桥静力分析，整体

有限元分析模型见图4-6，考虑了自重、二期、预应力、移动荷载、混凝土收缩徐

变、和温度梯度荷载等作用，由桥规中的荷载组合进行验算(其中包括短期组合、

长期组合、弹性组合)，由此得到素塔锚固区受力的虽不利荷载组合工况，即在短期

组合下的影响。取出该荷载组合工况下索力荷载最大值相对应的索塔锚固区节段

建立局部模型，考虑索塔节段较多，为方便计算，本文只考虑索塔计算索力最大的两

个节段(包含2对斜拉索)，高塔和矮塔的计算索力值见表4 l和表4．2

表4】Civil计算素力(高塔)

囊号 运营单撮索力 素号 运营单枢索力



重庆交通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表4．2 Civil计算索力(矮塔)

素号 运营单程棠力 索号 运营单根索力

4991(t)

509 3(t)

525 2It)

529 7(1)

通过对广西大冲桥的全桥有限元分析，得到了成桥状态的最大索力，结合表

4 l和表4 2，取高塔塔柱项部的两个节段即索力最大的节段进行局部实体有限元

分析。

4．4索塔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缝分布计算

本节结合FRANC3D软件，对索塔节段索导孔周围进行子模型处理，如图4．7～

图4-8所示，模型中考虑了预应力和普通钢筋的影响，其中预应力采用降温法模

拟，普通钢筋采用桁架单元模拟，边界条件采用底部固结处理，其他单元自由的

方式。本文全过程模拟了索塔在斜拉索索力逐步增大的情况下。索导孔从裂纹起

裂到裂纹扩展，直到混凝土破坏的这一现象。并计算了索塔混凝土开裂时候裂缝

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索塔开裂的类型以I型裂纹为

主。

图4．7索塔节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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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I

图4—8索塔节段模型与于模型

a)工况

c)工况三 (d)工况四

图4．9随着荷载增加索塔裂缝扩展趋势

随着荷载的逐步增加裂缝继续扩展，并出现了多条裂缝，如图4-9所示，随

着荷载增加裂缝尖端位移变化趋势云图。接下来本文又计算了初始裂缝前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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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三种应力强度因子值以及T应力和J积分值，如图4．10～图4．14所示，

同时对比了裂缝扩展后的裂缝前缘的I、II、III三种应力强度因子值以及T应力和

J积分值，如图4．15．图4．19所示。

呈
E

d
已
=
m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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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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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前缘归一化无量纲长度

图4．10 I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值

0．0 0．2 04 0．6 0．8 1 O

裂纹前缘归一化无量纲长度

图4．11 II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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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2 0．4 0．6 0．8 1．0

裂纹前缘归一化无量纲长度

图4．12 III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值

0．0 0．2 04 0．6 0．8 1 0

裂纹前缘归一化无量纲长度

图4．13 T应力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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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州0"6

1．0姘矿

4 Oxl04

2 Oxl0"6

0．0 0．2 0．4 0．6 0．8 1．0

裂纹前缘归一化无量纲长度

图4．14 J积分变化值

计算结果表明：随着荷载的增加裂缝逐步扩展并贯通，裂缝扩展后裂缝前缘

的I、II、III三种应力强度因子值以及T应力和J积分值变化如下图4-15一图4—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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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II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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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T应力变化值

4．5分形维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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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前缘归一化无量纲长度

图4．19 J积分变化值

对于表面裂缝分维数的测量采用盒子计数的方法，方法如下：以边长为厂的正

方形网络去覆盖索塔裂缝区域，通过调整网格尺寸厂来改变网络密度，之后统计每

种正方形尺度下有裂缝的格子数目Ⅳ(厂)，当所绘制山N(，．)_一n(力关系曲线满足线

性关系的时候证明索塔表面裂缝满足自相似性，即可利用分形理论来研究。即索

塔裂分维数毋就是曲线的斜率，公式如(4．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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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删 ㈧24，

从图4-20可以看出，随着荷载的增加索塔裂纹的数量逐渐增多，当达到计算

荷载超过索塔极限荷载以后，对应裂纹的复杂程度所得到的分维值即可以评价索

塔的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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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索孔截面裂缝分布图

应用盒子计数法，并且结合resize图像处理矩阵，即可实现索塔表面混凝土

分形裂缝的不同网格划分，然后再把非空像素单元进行记录，从而达到测量目的。

本文应用matlab编写程序，即通过编写m文件来完成图像处理和测量，用到matlab

的命令流如下：imwrite，imread，imfeature，bwl=im2bw(aal，level)，level=

graythresh(aal)，rgb29ray等即完成测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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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荷载等级与分维值的关系

如图4．21．图4．26所示，从以上工况1到工况5的计算结果看以得到，工况1

分维值为1．05，工况2分维值为1．37，工况3分维值为1．67，工况4分维值为1．82，

工况5分维值为1．98。相似维数与荷载有良好的线性关系，荷载增加一损伤裂纹

的扩展一分维数增加。断裂尺度分布的分形维数能够很好地刻画索塔的损伤程度。

在极限荷载下对应的维数就是最大损伤分形维，为索塔安全性评价提供了量化指

标。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当分形维数为l时候表示没有裂缝或者说无损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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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2时候则表示严重损伤或完全破裂。一般裂缝的维数总是介于l和2之间，也

就是说维数值的大小明确地表达了结构开裂程度。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索塔安

全性能与分维值的对应关系。

4．6有限元计算结果

上节通过FRANC3D模拟了索塔孔道周围的裂缝分布状态、裂缝尖端的位移，

本节基于aba4世计算了索塔节段的应力分布状态、应力等值线的分布，同时与裂

缝的分布状态进行叠加报容易发现，拉应力较大的地方就是裂缝分布较多的地方，

而且从图4．27中可以看出，s11方向即横桥向拉应力是较大的，换句话说在横桥

粱拉应力影响下，索塔产生的竖向裂缝将会增加。

熹
藤

圈4．27索塔整体主拉应力云图

7㈤ ≥

ri=_]————————4—一

、。 。J薹：■。一!二：
图4．28应力等值线分布

缮／，，，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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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主拉应力与裂缝叠加云图

从上图4．29看出随着荷载的增加，索导孔的拉应力逐渐增加，从主拉应力云

图和裂缝信息叠加后的云图看，主拉应力较大的地方是裂缝比较集中的地方。裂

缝的分维值可以直接反应索塔的安全性能。

从以上计算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结论：

①结合分形理论采用有限元手段在不同等级荷载条件_F对索塔进行计算分

析，有限元计算结果表明：第一、索塔外侧索导孔周围容易产生拉应力集中现象，

并导致裂缝产生；第二、索塔裂缝扩展开裂符合分形理论，可以用分维值进行评

价。

②索塔的损伤破坏实际上是一个增维的过程，分形维数越大索塔的安全等级

越高，危险性越高，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固或补强。

③通过大型有限元Abaqus计算的应力云图叠加裂缝图之后的结果来看，实

际结构的裂缝扩展和主拉应力随着荷载增加是吻台的。

4 7索塔温度场一应力场耦台计算理论

众所周知，热传导性能较差是混凝土材料的一个缺点㈣HH4】，日辐射导致的

温度变化容易使其表面迅速升降温，砼内部的热量传递的平衡状态基本需要很长

的周期，同时混凝士需要与周围环境进行热能交换，因此砼结构中温度场是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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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瞬时变化并呈现非线性分布。截面内瞬态非线性分布温度场的产生不但会产生

位移，而且产生较大的温度自约束应力和温度约束应力，从而出现温度场与应力

场耦合作用，对结构受力极为不利。温度变化对其力学性能有很大影响，温度场

与应力场的耦合作用将会加速混凝土的开裂，主要表现在断裂能与断裂韧性上。

Prokopski[145】通过试验分析了在普通混凝土和耐火混凝土断裂韧性的变化，发现它

们的断裂韧性均随温度升高反而会降低。Nielsen与Menou[146】等结合试验分析了混

凝土的抗拉强度与断裂能随温度的变化情况，他们都认为粗糙的断裂面是导致断

裂能随温度变化的主要原因，现根据热传导方程得到节点热流率向量，然后将其

作为荷载引入应力场求解方程，公式如(4．25)所示：

{日{Uj={F：R}+{F4} (4．25)

{K}为总刚度矩阵；fuj为结点位移矩阵；{FR}为反力矢量。

㈣=㈣巾“}+萎N(㈣巾∥}) (4．26)

{F耐}为结点上的作用力，{F“}加速度矢量，{Fth}单元热力矢量，{Fpr)单元压
力矢量。

{矽)=J【Br【D】{占)蛹d(v01)，【B】-应变·位移矩阵，{占)曲代表热应变矩阵， dO voI

vol

为体积【1471。当对热传导方程与应力场联合求解即实现两个场的耦合过程，便得索

塔温度应力的分布状态。

4．7．1斜拉桥索塔温度场及温度场应力场耦合计算

①索塔温度场计算

索塔温度场边界条件包括外部边界和内部边界，前者主要受太阳辐射的影响，

而后者主要是辐射热交换，混凝土索塔外边界在任何瞬时，其热流遵循下列方程

[148]．

一200／On=q,q。q， (4．27)

式中，吼是砼材料表面的太阳总辐射能，q，=as·，，as代表了黑度系数，吼表示

大气环境与索塔混凝土表面温度的对流交换热；q，是大气环境与索塔表面的辐射

换热， qt=仃e[(丁+273)4一(vo+273)4]其中盯25．676x10一W／m2 K4，e为材料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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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o．88，设辐射换热系数岛=仃e[(丁+273)2+(乃+273)2lIT+瓦+2×273)，则方程
可以写成

一20Tl On=一as，+厦(丁一艺)+房(r-L) (4．28)

令∥=厦历，结合热传导方程瓦’=乃+g，／∥，

，=L+L，其中L代表太阳的辐射强度，L代表太阳散射强度。大气环境温

度￡由￡(f)=(瓦。。+乃曲)／2+sin[(f一9)万／12](乃一一乃血)／2公式进行求解，其

中￡。。，乃曲为最大日气温和最小日气温。索塔内边界的温度边界条件为：

20TlOn+岛(丁一To)+q，=0 (4．29)

式中屏(丁一疋)代表对流交换热量，艺代表箱内气温，可用实测值的平均值替
代，也可根据经验来确定。所以索塔内边界温度可以由以下公式表达：

11=18一q s|8： (4．30)

式中厦考虑无风状态，为5．7W／m2*C；q，代表辐射换热。当要求解索塔中

两个表面之间的辐射换热吼时，需求角系数FO，可采用隐藏法‘1491计算。

1 o。北

②

图4．30索塔方位

如图4．30所示索塔的所处的方位，索塔四个面在一天中不同时刻日照影响不

同。上午①、②两个侧面要受到太阳辐射影响，其中主要为②面上受热；下午③、

④两个侧面受到太阳的影响，④面上受太阳辐射影响较大。图4．30为索塔在上午

13：00的温度场分布云图，



第四章混凝土索塔宏观开裂数值模拟研究

譬◆鼷p
鬻9爹藿9

图4．32在拉豪索力的作用下素塔的主拉应力分布云图

为了准确计算温度——应力场的耦合作用，将计算所得瞬态温度场分布沿着

索塔壁厚晟大温差的分布以及经验公式温度场分布分别作为温度荷载耦合到求解

应力场分布的实体模型中进行温度应力计算，通过计算得到最大温度应力场和恒

载作用(重力和斜拉索索力荷载)的应力场进行线性叠加，得到实际结构中的应力分

布，如图4_32．图4-34。再进行与恒载叠加后，索塔上最大横桥向拉应力为

2 038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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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固
誊9警9
警囊鬻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①根据索塔温度应力的分布情况，采用瞬态温度场．应力场耦合方法分析索

塔的应力状态，能够准确的反应索塔在真实环境下受到的各种荷载下结构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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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测结果比较可以看出采用热传导．有限元法耦合计算的结果能真实的反映索塔

的瞬态温度场和温差效应。

4．8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依托工程广西大冲桥整体结构形式，通过Madis Civil计算了

该斜拉桥在各种组合下结构在运营阶段的最大索力值，然后结合ABAQUS和

FRANC3D进行了索塔节段局部有限元裂缝扩展分析，并计算了索塔表面的应力强

度因子以及分形维数与荷载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索塔温度场．应力场耦合作用

下索塔的力学性能，主要结论如下：

①结合分形理论采用有限元手段在不同等级荷载条件下对索塔进行计算分

析，有限元计算结果表明索塔外侧索导孔周围容易产生拉应力集中现象，并导致

裂缝产生，索塔的损伤破坏实际上是一个增维的过程，分形维数越大索塔的安全

等级越高，危险性越高，因此可以用分形理论中分维值对高大索塔安全性能进行

评价。

②根据索塔温度应力的分布情况，采用瞬态温度场．应力场耦合方法分析索

塔的应力状态，能够准确的反应索塔在真实环境下受到的各种荷载下结构的应力

分布状态；并通过热传导方程，结合Abaqus对结构的温度场分布进行分析，计算

算例与实测结果比较可以看出采用热传导．有限元法耦合计算的结果能真实的反映

索塔的瞬态温度场和温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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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混凝土索塔裂缝的细观离散元数值模拟研究

本文结合第四章宏观实体有限元计算的索塔受力行为模式和力学状态(考虑

应力应变关系、位移以及边界条件)，提出了细观状态下索塔二维受力分析的离

散元计算模型，从细观的角度研究了混凝土索塔的力学状态，裂缝的萌生、扩展、

团簇的破坏。还原了宏观状态下索塔裂缝产生的根源，本质其实是细观裂缝的产

生、扩展、贯通才导致宏观裂缝的出现，为进一步研究宏．细观力学奠定了基础。

5．1概述

宏观材料都是由细观颗粒构成的，而这些细观颗粒排列组合的不同导将会导

致了材料的宏观性能各异【150】。所以从细观尺度来研究材料的力学性能一直是专家

学者所关心的问题。随着科学的发展，细观、微观材料科学逐步兴起，材料在细

观尺度的行为模式引起各国专家学者的共同重视。

按照经典宏观理论，材料强度是固有属性，和尺寸无太大关系，但细观研究

表明对细观或是微观材料，强度更加依赖于尺寸【151】。为了阐释材料本质的力学行

为模式，既需要在宏观把握，也要从细观方面研究，如何构建宏细观联系是个很

大的难题【152·15引。

结构的宏观损伤断裂破坏其根源在于弥散分布的细微裂纹集合所导致的，微

裂纹扩展发生为宏观裂缝，再由宏观裂缝演化至结构性裂缝直到产生破坏裂缝，

这个过程就是断裂过程。损伤断裂过程是一个宏、细观力学结合的多层次过程。

它既受到以裂尖奇异场为表征的宏观力学氛围之外部推动，又诱发于裂尖原子区

动力失稳之内的过程。因此，单纯从连续介质力学角度均无法展示断裂过程的全

貌。以断裂过程的宏、细观结合特征可联想至力学研究的宏细观轮回。从牛顿到

柯西，固体力学的经典理论建立于粒子模型之上，其研究的物质体系大到天体星

球，小到分子原子。由细观到宏观的表述转换促进了应用力学的进展。对大多数

工程应用，连续介质往往能比粒子聚集体模型更集中、更概括、更简单地表达研

究对象。连续介质的模型化过程导致了破坏状态描述的不封闭。本构方程、损坏

演化率、断裂准则等概念固然可以半经验性地刻画破坏过程的一些宏观断面，但

却缺乏早期力学大师们那种纵览宇宙万物而追本溯源的精神。

5．2颗粒流的物理模型

计算连续介质力学问题时，除了需要考虑边界条件外，还有重要的三个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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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构方程、变形协调方程与平衡方程。本构方程就是物理方程，它代表介质应力

和应变关系，而变形协调方程保证介质的变形的连续性。但颗粒流计算理论则有

本质的区别，原因是假定介质为离散颗粒体集合，所以说颗粒之间没有变形协调

的约束，但必须满足平衡方程。如果某个颗粒受到与它接触的周围颗粒的合力矩

和合力不为零，则不平衡力和不平衡力矩便使该颗粒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运动。

运动的颗粒不是自由的，它会遇到邻接颗粒的阻力。这种位移与力的相互作用就

相当物理方程，它是线性与非线性都是可以的。计算按照时间步迭代，当计算的

每个颗粒的不平衡力和不平衡力矩小于规定的允许值就为止计算【11 71。其计算过程

见．图5．1。

5．2．1力．位移定律

图5．1 PFC计算流程

力．位移定律【118。20】反映了两个球体之间的相对位移和其相互作用接触力的关

系。颗粒流模型中接触形式分“球．球接触”和“球．边界墙接触”两类。接触点的位移

是通过位于根据单位法向向量ni定义的接触面上的点xl叫描述。对于“球．球”接触，
单位法向向量ni是沿着两接触颗粒中心连线的方向；对于“球．墙”接触的情况，单

位法向量ni是沿着颗粒中心到墙体最短距离的直线方向。接触力可以分解为沿法

线方向分量和在接触平面内的切向分量。力．位移定律通过接触处的法向刚度和切

向刚度将接触力分量与法向和切向相对位移联系起来。其中球．球接触见示意图

5．2(a)，球．边界墙接触见示意图5．2(b)，其中尺表示颗粒球半径，X表示位置坐标，

U表示重叠量，西表示实体编号，A、B、b表示颗粒球体编号，w表示边界约束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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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球．球接触 (b)球．边界墙接触

图5．2 PFC常见接触类型

对于球一球接触，接触面单位法向向量定义如F：

．：—xlBJ．—xlAJn (5．1)二2一 k)．I，

其中d=I≈引一≈卅f=√(≈引一≈卅)(奠明一。卅)。法向相对接触位移是通过重叠量定义
如下：

u。：j R!+爿引一烈球-球接触) (5．2)

1月pJ d，(球．边界墙接触)

接触点的位置的定义如下：

Xi【c】=

接触力代表颗粒球之间或颗粒和边界墙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对于接触面可以

分解为剪切和法向分量两部分，其中法向刚度Kn与总位移和力有关，为割线模量；

剪切刚度k8与增量位移和力有关，为切线模量。此处的“重叠”是计算时假定的一

个量，由于颗粒所受的剪切力与颗粒运动和加载的历史或途径有关，所以对剪切

力以增量形式计算。当接触形成时，总的切向接触力F3初始化为零，以后的相对

位移引起的弹性切向接触力累加到现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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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II+Fs

F2K。U。ni

FS2{FS}喊上+△E5

(5．4)

『_V2[。曼}+e啦叫’21(x≯-x?21)]-[芝1+e啦叫妒11(xF—x，11)]；
．{(q)=吉(∥+∥)njlli；
II{E8}眦：2{Fs)似。(磊一e独(q)△t)=写(氏一eijkekmnn。oldn。)(气一e州q)血)(5．5)

5．2．2运动定律

根据颗粒与其相邻实体的关系，可以计算出作用在颗粒上的合力与合力矩

[121,122】。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确定颗粒的加速度与角加速度，进而可以确定在时

步△f内的速度和角速度以及位移和转动量。单个刚性颗粒的运动受作用于其上的

合力及合力矩控制，可以通过该颗粒上某一点运动或转动的形式描述。其运动方

程由两组向量方程表示：一是合力与平移运动的关系，二是合力矩与旋度的关系，

其矢量形式分别表示如下：

Fi--m(艾i-gi)，平移运动
式中：Fi是所有作用于该颗粒的外力的合力，m是颗粒总质量，gi是体力，

即加速度矢量(例如，重力)。

M；=A，旋转运动

式中：Mi为作用在颗粒上的合力矩，Hi为颗粒角动量。该公式建立在以颗粒

质点为原点的局部坐标系下。如果该局部坐标系坐标轴方向与颗粒惯性主轴同轴，

对于球颗粒则可被简化为全局坐标系，公式退化为欧拉运动方程：

，，1 、

Mi=I畦--I 4mR2 i如，旋转运动J I ■

＼J ／

对平移运动和旋转方程式可进行涉及时步△t的中心有限差分格式进行积分。

可以计算得到中间间隔时间t±半的5ii和畦，也可以算的时间的t±，z出的
Z

誓，茸，西，f和M。用中间间隔速度表示的时间t时刻的平动和旋转加速度表达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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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孛1／文㈣妒船乜)
蛀∽拶]=㈩

式中：速度可用颗粒中心位置替换，替换后公式如下
,51

xP=X}t)+文■△t

5．2．3计算方法一动态松弛法

(5．6)

(5．7)

(5．8)

离散单元法有静态、动态松弛法两种求解方法(王泳嘉，1987)。其中，动

态松弛法是把非线性的静力学问题化为动力学问题求解的一种数值方法(王泳嘉，

1993)，该方法的实质是对临界阻尼振动方程进行逐步积分。为了保证求得准静

态解，一般都采用质量阻尼和刚度阻尼来吸收系统的能量，当阻尼系数取值稍小

于某一临界值时，系统的振动将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消失，同时函数收敛于静态值。

这种带有阻尼项的动态平衡方程，利用有限差分法按时步在计算机上迭代求解就

是所谓的动态松弛法。由于被解方程是时间的线性函数，整个计算过程只需要直

接代换，即利用前一迭代的函数值计算新的函数值。因此，对于非线性问题也能

加以考虑，这是动态松弛的最大优点。其具体求解方法可通过下面的简单例子来

说明。离散单元法的基本运动方程为：

磁(，)+c文(f)+叔(f)可(，) (5．9)

式中：m为单元的质量；x是位移；r是时间；c是粘性阻尼系数；k刚度系数；

．历黾单元所受的外荷载。式(5．9)的动态松弛解法就是假定什△t时刻以前的变量

戈(f-At)，+文(『-At),x(t-At),x(t)jf(t)等已知，利用中心差分法，上述公式可以变为：—m[m(]t+At)-r2x(t)+x(t-At)]+业篙2At)掣砒) (5．10)

(出)2 (
2 ¨7

式中：At是计算时步。

由式(5．10)可以解得：

坪一丝业盐学堕型
m十c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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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式右边的量都是已知的，因此可以求出左边的量x(f+缸)。再将

x(，+出)代入下面两个公式，就可以得到颗粒在t时刻的速度x(f)和加速度x(f)。

坪)=坐等幽

∞)2坚铲
(5．12)

(5．13)

离散单元法利用中心差分法进行动态松弛求解，是一种显式解法。它不需要

解大型矩阵，计算相对简单，并且允许单元发生很大的平移和转动，因此克服了

以往有限单元和边界单元法的小变形假设，可以用来求解一些非线性问题。

5．2．4颗粒流方法解题途径

在针对一个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时，均需要首先确定物理模型，然后对影响因

素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由于颗粒流计算规模过大后，计算效率较低，所以用颗

粒流方法进行数值模拟时，需要采取如下步骤【123】：

①确定物理模型

根据模拟意图定义模型的研究层次，假如只需对某～力学机制的不同解释作

出判断时，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简洁的模型，只要模型能体现要解释的机制即可，

对所模拟问题影响不大的特性可以忽略。这是一个对物理模型抽象的过程。

②建立力学模型的基本框架

首先对分析对象在一定初始条件下的物理力学特性形成初步概念。需要考虑

一些计算问题，如系统是否将变为不稳定系统；问题变形的大小；主要力学特性

是否非线性；是否需要定义介质的不连续性；系统边界是实际边界还是无限边界；

系统结构有无对称性等。综合以上内容来描述模型的大致特征，包括颗粒单元的

设计、接触类型的选择、边界条件的确定以及初始平衡状态的分析。

③简化模型试算检验

在建立实际问题模型之前，先构造并运行一系列简化的测试模型。通过这种

前期简化模型的运行，可对模型系统和问题求解过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检查，

方便对模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和修改。例如，所选的接触类型是否有代表性，

边界条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程度等。

④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和反演修正

模拟实际问题需要根据选定的力学数学模型，对其输入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通过研究模型细观参数的改变引起的宏观响应，了解模型调参数和调试的基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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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这对于后续正式分析很重要，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浪费。主要有以下几个

特性：a．几何特性；b．材料特性，如弹塑性等；c．初始条件；d．外荷载，如冲击

荷载等。由于实际工程特性存在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应力状态、变形和强度特

性)，所以必须选择合理的参数研究范围。

⑤正式计算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由于PFC软件是一种典型的命令驱动程序，不同于常见的有限元软件，所以

在计算前要考虑好，计算过程中可能的数据或者计算结果的输入输出，一般包括

下列内容：

1)合理确定时间步长；

2)模型在计算过程中的数据或者结果需要即时保存，或者监测点数据需要设定

合理的采集密度。及时保存有助于在后续分析中调用其结果。譬如疲劳试验，或

者动力问题分析；

3)在程序中应设置足够多的监控点(如参数变化、不平衡力等)，对中间模拟结

果随时作出比较分析，并分析颗粒流动状态。PFC目前还不能直接绘制应力应变

云图，需要设定足够密集的测量圆，这是该软件的一个不足。其应力应变量是一

个需要统计的量。

⑥运行计算模型

在模型正式计算之前先运行模型进行检验工作，然后暂停，根据一些特性参

数的试验或理论计算结果来检查模拟结果是否合理，当确定模型运行正确无误时，

连接所有的数据文件进行计算。

5．3颗粒流模拟

①数值模拟试验

在PFC软件中通过对wall施加速率并不断调整速率以达到控制墙体受力大小

的目的。采用fish语言编写伺服控制方程与函数从而实现向wall施加恒定法向荷

载的目的。伺服控制的过程如下：第一步，设定wall上指定法向恒定应力为仃嘲“捌。

然后获取墙体上力的总和然后除以模型的宽度，则可以得到wall实测应力盯”一剃。

当后面继续调用伺服函数时，wall的实际垂直加载速率应如公式(5．14)所示。

西(w)=G(仃”一删一o．required)=G△仃 (5．14)

其中，G为伺服控制的变化量，计算过程如下：

起的wall受力最大增量可由公式(5．15)求出：

AF(w)=程”’M吱!”)At

当墙体移动单位时步时候引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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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c为wall上的接触数，印r)为接触平均刚度。因此，墙上应力改变量均值可
由公式(5．16)求得：

△仃(w)：型丝型垒 (5-16)
彳

式中：么为wall的面积，即墙的宽度。为了得到稳定的计算模型，Act(”)绝对值要

小于Ao-绝对值。这里引入松弛因子口(取值范围(0-、一1)之间，一般取0．5即可)，

则得公式(5．17)

IAct一)I<a[Ao-I (5．17)

现在将公式(5．14)、(5．16)代入公式(5．17)中，会得到公式(5．18)：

蔓：!竺幽竺<口恻 (5．18)
彳

。 。

G值(伺服控制变化量)可由公式(5．19)求出：

Gt．r：·霉一 (5．19)=—■—f——一 ＼j．I了／

心jN c&

将公式(5．19)代入公式(5．14)中，可以得到垂直加载速率值。

论文中最初的设想是要计算三维颗粒流来实现数值模拟过程，并考虑预应力

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影响，但是由于计算过于复杂且模拟耗费时间太久，故本文只

建立了二维模型。在混凝土试件模型中，采用1：100的缩尺比例，在这个索塔表面

范围内生成了混凝土材料，参数确定如下：法向黏结刚度和切向黏结刚度取为

2x1010N／m，法向黏结强度和切向黏结强度取为2x108pa，平行黏结半径取为

0．5mm，本文加载的条件考虑了第四章宏观有限元计算结果把计算得到的边界条件

关系旌加到细观离散元模型上，通过数值模拟形成的混凝土索塔表面微观模型见

图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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縻遴
a)索塔表面颗粒流模型 啊)颗粒间接触力分布模型

fc)颗粒放大图

图5-3索塔表面颗粒生成图

本文模拟了索塔表面的混凝土颗粒组成，如图5_3的(a)、Co)、(c)所示，索导

孔周围挖孔处理，其他部位就是由大小不同的骨料组成，骨料颗粒大小比为1：2 5。

通过计算在墙体施加垂直加载速率为0 2m／s。随着荷载步的增加，索塔表面的索

导孔边缘最先出现裂纹，荷载继续增加，裂纹便会逐渐扩展，直至贯通．索塔表

面裂纹最终的分布情况如图5_4的(a)、(b)、(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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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ycle 100000)

图54索塔表砥裂缝扩展图

本文计算了应变能、边界能、粘结能、动能、摩擦能五种能量的变化情况，

计算结果如图5-5所示，其中粘结能能量数值是最大的，当荷载步达到15万时候，

粘结能达到最大值为14000N M。摩擦能的变化幅度最大，从峰值11000N·M减小

到1000N·M。

观测到索塔裂纹的分布形式主要两种：分别是拉裂纹和剪裂纹，总量为512

条，其中拉裂纹有468条，剪切裂纹为“条，裂纹变化趋势如图5-6所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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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㈣
*羲步

巨5石裂缝数量统计图

现采用盒子计数法对索塔表面的裂纹进行分形维的测量，具体方法是：以边

长为r的正方形网格覆盖索塔裂缝分布区，通过改变网格尺寸来调整网络大小，含

有裂缝的格子数是Ⅳ(一，之后用06nge软件绘制InⅣ(r)一In(r)曲线。当其曲线线性

相关，此时表明索塔表面的裂缝分布情况满足自相似性，这时可用分形原理评价

其状态。索塔表面裂缝分布的分维数即曲线的斜率D，可由下式表达：

D，：一—d(。ln—N一(r))。

dm(r))
5 20)

应用数理统计中的最小二乘法拟合出hⅣ(，)-叫r)直线．直线的斜率就是索塔

表面裂缝的分维数。根据本文的计算荷载步数，应用盒子计数法绘制了四个阶段

的索塔表面裂纹的分维值如图5-6所示。计算结果分维值分别为1_11、1 227、l 500、

1 802、1 972。结果表面随着荷载步增加裂纹逐渐扩展分维值增大，破坏越来越严

重。

本节对索塔孔周围裂缝扩展过程进行了离散元模拟，研究结果表明，颗粒流

数值模拟试验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索塔孔周围混凝土分形破坏过程。采用颗粒流

软件PFC2D建立的混凝土的细观数值模型，可以很好的模拟斜拉桥索塔表面混凝

土从微观到宏观的裂缝破坏的演化过程．研究表明：随着荷载增加裂缝继续扩展，

分形维数增大，索塔安全等级会变低。

通过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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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标定对数in(r)

D=I．113

D=I．227

D=I．500

D=1．802

D=I．972

图5．7分形维数计算值

①结合第四章索塔的有限元裂缝扩展分析与离散元计算的微观数值试验进

行了比对研究，具体研究结果显示：索塔表面开裂模型试验和离散数值模拟索塔

表面开裂的裂纹出现的初始位置及裂纹扩展的趋势，以及最终破坏的模式是较为

相似的，而且在离散元计算中分别取的五个荷载工况下计算索塔表面裂缝分布的

分维值分别为1．11、1．227、1．500、1．802、1．972，是逐步增长的趋势。由此也证

明了两种数值模拟的可靠性。

②离散数值计算结果显示裂缝最初出现在索导管周围，随着荷载步增加裂缝

逐渐扩展。离散元计算结果表明索塔表面的裂缝总数为512条，其中拉伸裂纹有

468条，剪切裂纹为44条，从另一方面讲裂缝主要是索导孔受拉破坏导致的，和

有限元基本一致。

③有限元和离散元计算得到索塔表面的分维值都是随着荷载步增加逐渐增

大的趋势，这表明索塔表面裂缝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即可以用分维值来评价索

塔的安全状态。

5．4基于weibull的颗粒流模拟

论文中最初的设想是要计算三维颗粒流来实现数值模拟过程，并考虑预应力

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影响，但是由于计算过于复杂且模拟耗费时间太久，故本文只

建立y--维模型。采用缩尺比例1：100，对索塔表面边长为100×50mm、150x50mm、

200×50mm三种尺寸索塔表面受力进行数值模拟，系统地研究尺寸效应现象。模拟

方法为底部约束，顶部施加相同的荷载。随着荷载步的增加三种尺寸索塔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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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分布情况如下图5-9所示，颗粒组成的细观放大图如图5-8所示

图5．8索塔表面混凝土颗粒组成

习陵
!毒J K／

一忆，．I 1分二JL_l立
图5．9数值试验模型及裂纹扩展情况

从试验结果看出随着索塔竖向高度的增加，在承受相同荷载的情况下，试件

尺寸由小到大，其裂缝的出现数量也是有少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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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t5-lO三种试件的裂纹随着荷载步增加数量情况

由图5．10可以看到，当荷载步在3万步之前三种试件的裂缝数量是很接近的，

但是随着荷载步的增加试件一的裂缝数量增加缓慢，但是试件三的裂缝增加数量

很快，最终达到了接近500条，试件2裂缝数量300多条，试件1裂缝数量最少

只有150条左右。

对表面裂纹的分形维数的测量采用盒子计数法，具体做法是：以边长为，．的正

方形网格覆盖索塔裂缝分布区，通过改变网格尺寸来调整网络密度，然后统计有

裂缝的格数Ⅳ(r)，进而绘制lnN(r卜山p)关系曲线。如果曲线是线性关系，证明索
塔表面裂缝满足自相似性，可以采用分形理论研究。该曲线的斜率即索塔裂缝分

布的分维数用D，用公式(5．21)来表示：

D，：一—d-(1n—N_-(r)) (5．21)
。d【In(r)J

索塔表面裂缝在给定的网格尺寸范围内InN(r)和In(r)之间普遍存在较好的线

性关系，这就证明索塔的裂缝分布在一定标度范围内是满足统计意义上的分形。

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h川，．卜lnp)直线，直线的斜率就是索塔表面裂缝的分维
数，如图5．11～图5．12所示。

O 200 400 600 800 1000

盒子计数法盒子数

图5．1 1试验一的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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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删 Ⅻ 期 期 1000

盒子计数法盒子数

图5．12试验一随荷载增加的分维

如表5．1所示，三种试件的分维值都是随着荷载步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从尺

寸来看，随着尺寸的增加，分维值也是增大的，由此可知道索塔表面也存在这尺

寸效应的影响。

表5．1分维值计算值与m值，括号内为iil值

尺寸(ram) Stepl(低) Step2(中) Step3(高)

100x50 1．142(0．571) 1．153(0．576) 1．173(0．586)

150x50 1．171(0．585) 1．197(0．598) 1．238(O．619)

200)(50 1．21(0．605) 1．403(0．701) 1．338(0．669)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①对于单一尺寸索塔表面在荷载作用下，随着荷载步增加，裂纹逐渐扩展，

索塔表面分维值是逐步增加的；

②随着尺寸的增加，索塔表面的裂缝会逐渐增大，尺寸越大分维值越大；

③计算结果表明可以用weibull模量用来评价索塔开裂后的安全状态。

5．5颗粒团簇模拟

论文中最初的设想是要计算三维颗粒流来实现数值模拟过程，并考虑预应力

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影响，但是由于计算过于复杂且模拟耗费时间太久，故本文只

建立了二维模型。混凝土数值试件的构件是通过下列步骤实现的，选取索塔表面

(5x10)m节段，采用1：100的缩尺比例，在这个索塔表面范围内生成了混凝土材

料；利用clump和range生成团簇，接触本构模型选用平行粘结模型，模型水泥砂

浆材料输入参数pb．kn=0．85GPa，pb ks=0．85GPa，pb ，．nstren=40MPa

pb 和 ． 骨料输入参数 。
． ，

一
． ，_sstren=-40MPapb．radius=O 65；pb kn=8 5GPa pb ks=8 5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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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nstren--400MPa．pb-sstren-=400MPa和pb radius-=()65-采用颗粒簇a、b、c分

别模拟索塔表面状态，本文加载完全模拟素塔的竖向荷载即试件顶部加载，项部

固结约束，两侧自由。通过数值模拟形成的混凝土数值试件见图5-13。

‘a)目nA a (b)％#t b (c)§#《o

图5．13不同颗粒簇生成索塔表面构造

图5．14颗粒簇放大图

平行粘结模型建立了颗粒间的弹性相互作用这种行为在平行的滑移、接触一粘

结本构模型。它也可以被设想为一组弹簧均匀地分布在一个矩形截面，并且它具

有恒定的法向剐度和剪切刚度位于接触面和接触点的中心如图5—15所示。颗粒可

以在PFC的沿着法向和剪切的方向移动，也可以旋转。平行粘结模型可以产生抵

抗弯矩(图5．15)。

索塔是以受压为主的构件，本文应用颗粒流软件，通过自己编写的fish语言

模拟索塔表面受压状态下的微观裂纹扩展过程。由图5．16可以看到，索塔表面颗

粒簇大小的变化，在加载步同样为5万步的时候，其裂纹发展即损伤破坏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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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一样的，颗粒簇a的损伤最为严重，其次是颗粒簇b，损伤度最小的是颗粒簇

a)颗粒接触力 (b)颗粒刚度 (c)平行粘结模型

图5—15颗粒簇z间的连接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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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加载步达到5w步时候三种颗粒簇的裂纹分布情况

①团簇大小对裂纹扩展的影响

计算结果表明团簇大小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破坏形态的t那么在索塔表面混

凝土裂纹损伤破坏的过程中，团簇大小引起的差异对于裂纹的损伤演化过程将会

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本文通过调整团簇大小的计算结果如图5—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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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裂纹总数

b)拉裂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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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2∞J／一

{h
(d)裂纹分布直方图

图5．17裂纹统计汇总

由图5—17的ra)图可以看出，索塔表面损伤破坏产生的裂纹总数是随着加载过

程逐步增加的，团簇半径越大的时候，损伤度越高，裂纹增长快，裂纹总数也最

多。也就是说破裂模式来看，(c)的破裂过程是最稳定的，最小的。图5—17的(b)、

(c河知，索塔损伤时裂纹总数逐步增加，拉、剪裂纹也缓慢增加。图5-17的(d)

图可咀看出颗粒簇(a)、(b)、(c)三种根据颗粒簇大小裂纹是逐步减小的。

②团簇大小对索塔表面破坏过程能量演化的影响

现在研究团簇颗粒大小对索塔混凝土材料破坏过程的影响机理，从能量角度

对其进行讨论。能量转换的过程中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信息，通过索塔表面裂纹扩

展导致的能量变化，可以有利于解释不同阶段何种因素居于主导地位，这对于混

凝土的研究很有意义。在此，提取了数值试件破坏过程中边界能量、粘结能、动

能和应变能。根据能量的变化规律对其素塔表面的损伤机理进行研究，计算结果



如图5．1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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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粘结能

b)边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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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统计

(e)能量统计表

圈5．18能量统计汇总

根据图5．18的(a)、(b)所示，边界能量和粘结能量都是随着团簇颗丰立的增加而

增加的，其中边界能一直是随着荷载步增加而增加，但是粘结能中的颗粒簇a是

前半段增加后半段粘结能降低，颗粒簇(b)、(c)的粘结能是逐渐增加的。动能衰

减规律是颗粒簇(a)的变化最为显著，前半段变化缓慢，后半段变化速度很快直

到达到峰值，但是颗粒簇(b)、 (c)的动能变化相对来说较为平缓一些。从图

5一l 8(d)看出应变能的变化规律，随着团簇大小的增加，应变能曲线逐步抬高，其

中颗粒簇(b)、(c)一直是上升状态，虽然颗粒簇(a)的应变能是最大的，但

是当其应变能达到峰值以后反而会有下降阶段，说明破坏时间逐步缩短，破坏变

形减小，破坏造成的能量变化剧烈程度不同。从图(e)可以看书应变能在索塔表

面整个破坏过程中发挥作用是最显著的，作用大于粘结能、边界能和动能，粘结

能相对稍微弱一点，动能和边界能之和基本上可以各占一半。

本章应用fish语言编程试验了索塔表面微观损伤破坏的机理研究，主要得到

了以下的结论：

①随着荷载步的增加，三种颗粒簇表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损伤的程

度是随着颗粒簇的增大而逐渐增大的，即颗粒簇越大产生的裂纹越多；

②索塔表面的损伤主导的裂纹是拉裂纹，也就是说由于微观混凝土内的颗粒

之间的损伤大部分是因为颗粒之间的平行粘结状态被拉应力拉断破坏的：

③从能量的角度研究了索塔表面裂纹的破坏过程，其中应变能起到主导作

用，动能和边界能次之，最小的是粘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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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了细观状态下索塔二维受力分析的离散元计算模型，从细观的角度

研究了混凝土索塔的力学状态，模拟了裂缝的萌生、扩展、团簇的破坏，还原了

宏观状态下索塔裂缝产生的根源，本质其实是细观裂缝的产生、扩展、贯通才导

致宏观裂缝的出现。为进一步研究宏．细观力学奠定了基础，本章主要结论如下：

①结合第四章索塔的有限元裂缝扩展分析与离散元计算的微观数值试验进

行了比对研究，具体研究结果显示：索塔表面开裂有限元模拟和离散元数值模拟

索塔表面开裂的裂纹出现的初始位置及裂纹扩展的趋势，以及最终破坏的模式是

较为相似的，而且在离散元计算中分别取的五个荷载工况下计算索塔表面裂缝分

布的分维值分别为1．1l、1．227、1．500、1．802、1．972，是逐步增长的趋势。由此

也证明了两种数值模拟的可靠性。

②离散数值计算结果都的得到了裂缝最初出现在索导管周围，随着荷载步增

加裂缝逐渐扩展。离散元计算结果表明：索塔表面的裂缝总数为512条，其中拉

伸裂纹有468条，剪切裂纹为44条，从另一方面讲裂缝主要是索导孔受拉破坏导

致的，和有限元基本一致。有限元和离散元计算得到索塔表面的分维值都是随着

荷载步增加逐渐增大的趋势，这表明索塔表面裂缝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即可以

用分维值来评价索塔的安全状态。

③从能量的角度研究了索塔表面裂纹的破坏过程，其中应变能起到主导作

用，动能和边界能次之，最小的是粘结能。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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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基于多尺度均匀化索塔表面细观．宏观力学特性研究

本章主要针对混凝土索塔进行研究，将混凝土在细观层面上视为由砂浆基质、

骨料及其界面组成的三相复合材料，建立了混凝土细观颗粒流模型。假定混凝土

在细观空间上呈现周期性分布，采用均匀化理论与渐近展开技术，结合ABAQUS

有限元法得到混凝土宏观的单胞细观结构的最小尺度和等效弹性参数，得到单胞

最小尺寸为lO倍左右的最大骨料粒径，并以索塔表面受力的二维模型为计算算例，

对混凝土材料的宏观与细观效应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混凝土的宏、细观力学性

能。

6．1均匀化理论研究方法

材料科学存在着多尺度特性【1241，多尺度研究方法考虑空间和时间的跨尺度的

材料力学特征，是求解复杂材料力学的重要手段，多尺度理论是连接宏观、细观、

微观等多重尺度的桥梁。影响材料性能的因素主要就是两种【125】：第一是材料本身

的力学性能；第二是其内部的细观结构特征。为了探索研究材料细观特性对其宏

观性能的影响，研究者们从细观力学角度出发，发展了细观力学研究方法，如

Mori．Tanaka法【1281、代表体积单元法【1291、自洽理论【126·1271等。均匀化理论是后期

演化发展的一套数学理论【13m1321，已成为分析混凝土材料的等效弹性模量以及材料

的细观结构拓扑优化的方法之一【133。134】。

均匀化理论主要方法是从构成材料细观结构的“单胞元”入手，做出单胞元具有

空间可重复性的假定，假设微结构呈现周期性，并引入宏观与细观尺度，这样对

结构计算时候就考虑了其微结构的影响。它既能从细观尺度分析材料的等效模量

和变形，又能从宏观尺度分析结构的响应。均匀化理论的优点在于不需假定单胞

元的边界条件，取而代之是应用摄动解的方式，将宏观结构中一点的位移或者应

力等参数展开为与细观结构尺度相关的小参数的渐近级数，并用摄动技术建立一

系列控制方程，依据这些方程可求解出平均化的材料参数、细观位移和细观应力。

均匀化理论是一种有效的多尺度计算方法，它被广泛应用在土木、航天等领域。

6．2均匀化理论的周期性及其渐近展开

均匀化理论以构成材料细观结构的单胞为研究对象，假定单胞具有空间可重

复性，即假设微结构呈周期性，通过引入宏观与细观尺度，可同时考虑材料宏观

与细观结构的力学行为，并建立起宏、细观等效关系的桥梁。它采用摄动解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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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宏观结构中一点的位移、应力等物理量展开为与细观结构尺度相关的摄动

量的渐近级数，采用变分原理(亦或虚功原理)可得到单胞平衡方程，然后考虑

边界条件与荷载，便可有效地预测材料的宏观力学特性【135m71。

非均质材料普遍具有规则均匀性，假定这些介质物理量的函数(几何特征等)

满足公式6．1方程：

F(x+NY)=F(x) (6．1)

x-(五，X2，jc3)代表任意点位置向量，N代表了对角为3x3的矩阵：

Ina 0 0 I
N=10 n2 0 I (6．2)

10 0 n3l
上面公示中n1、n2、i13表示任意整数，F代表了位置向量的张量函数，

Y=(X、E、E)T用来确定微观结构周期的常Nm-。有周期性关系的复合材料本构

关系表达式如下：

q，=q懈ekt (6．3)

假定张量Ciil(1代表了X(空间坐标)的周期函数，有如下公式：

铀(x+Ⅳy)=ci)la(x) (6．4)
——A

戥

锄(五+％X，X2+他K，屯++伤E)=Cou(五，而，玛) (6．5)

CiN(x)具有Y-N期的，％和％分别表示应变张量和应力。

具有这种周期性的细观材料通常在宏观尺度上其材料性质随X的变化相对

平滑，但是当在某个位置X处小的邻域内其材料性质通常则具有很高的振荡性。

这种材料的周期Y相对整个结构的宏观尺度来说很小。本文用两个尺度去阐述材

料性能：第一是宏观域或者全局域层次X上的；第二个是微观或局部的Y层次

上的。

细观坐标上的单位向量，其真实长度与宏观域上的单位向量之比是s，可以知

道钞可，现做一个假设：假定①(x)具有振荡性。用双尺度展开来研究这个振荡性，

局部放大如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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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

中(×，Y

／￡

(a)高振荡it数 (b)一个周期的两振荡函数

图6．1函数表达式

小参数s代表了材料整体与单胞之间的联系，是典型的非均匀性尺度。1居

可以看做一个放大系数，与材料尺寸相对比，它把单胞尺寸进行了放大。在双尺

度模式中，微分方程有形式如如居)或础)类似系数，a∽表示周期函数。相关的边

界值问题可以小参数为权值的渐近展开方法进行处理。同一规则可以推广到处理

具有周期性规律的材料中，该函数可展成为：

①(x)=①o(x，y)+曰①1(x，y)+占2①2(x，y)+⋯⋯． (6．6)

上公式中当占寸0的时候，函数①o(x，y)、①1(z，Y)，⋯⋯一对于x来说是光滑的，

它具有Y周期性。

6．3弹性问题的均匀化理论

假设混凝土材料结构体如图6．2所示，在R3空间中占据Q，在宏观某点处的

细观结构可看成是非均质单胞在空间中周期性重复排列。设该物体受体积力f，力

边界r。上的表面力f，以及位移边界rv上的给定位移历的作用。

对于线弹性问题，当物体处在静力平衡状态时，应满足弹性力学的基本方程

与边界条件，但因材料所具有的非均匀性，不可能用解析法直接得到边值，但是

用数值手段求解需要的计算时间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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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周期性非均匀材料及其单胞示意图

对于实际的非均质材料，细观结构的高度非均匀性，使得结构场变量如位移

和应力等在宏观点的某一邻域￡内也变化激烈。对于这类涉及宏、细观双重尺度的

问题，可引入一个细观尺度Y=x／e。其中X为宏观坐标；Y为细观坐标；1／￡为放大

因子。对于混凝土结构宏观坐标中的任一点X，假设细观结构为周期性重复排列，

因此凡是与细观坐标相关的函数均具有周期性。单胞尺寸相对宏观几何尺度是小

量，设为e(O_<eS_1)量级。通过y=x／e坐标变换，将Q中的一点放大成单胞Y，对

单胞进行数值求解，可求得等效的弹性性能。

假设单胞为线弹性介质，在Q中，满足下列方程及边界条件：

平衡方程：

《．，+，=0 (6．7)

几何方程：

P；=告(“0+甜互，) (6．8)

本构方程：

《=％P丢 (6．9)

边界条件：

0"口。／'／i=t (6．10)

位移条件：

“j=友， (6．11)

式中：仃；代表应力张量，《代表应变张量，“?代表位移张量，％代表材料
弹性张量，刀代表边界施上的单位法向量，上标占表示该函数具有两尺度的特征。

基于渐进展开技术，可将Q域上任一点位移“5(x)表示为：

”5(x)=／go(x，少)+占“1(工，y)+占2“2(x，y)+⋯⋯ (6．12)

式(6．12)中各项表示位移场局部震荡的精细程度，随着展开项数的增加，式

(6．12)逐渐趋近于真实位移场在微细观尺度下的震荡情况。结合虚位移原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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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鼍妻船f'vtdf2+f，i：H订 (6．13)

其中，v表示虚位移，％表示弹性张量。满足式(5-14)，其余符号同上。

E删=Ej黼=E／j／k=E吐q
(6．14)

把公式(6．12)代入到公式(6．13)z。。，10：

L‰夏Ov,．观O(”0％1+s2咿2⋯)dQ=”VdQ+￡fVdr (6．15)

根据周期函数的特性‘1211，任意V周期性函数≯=≯(x，Y)，Y是依赖x的变量，
则：

掣：丝I型堂(6．16-I： )一=⋯ -

假设y=x／e，式(6．16)为

譬：娑+土娑 (6．17)

将式(6．17)代入式(6．15)中，可得

蜓1．0叠u。％c3v,，．I．1占[(a％u。+耪+筹即警+篙㈤㈦
+謦+警)当Ox】竹．))扯"唧+f，；：v订C％，C缈， ．

^l 以，

根据周期函数的性质‘1211，V周期性函数痧(x)满足：

姆￡≯唼)dQ=丽1￡f蚶)删Q (6．19)

把公式(6．19)代至lJ(6．18)，令占各次幂的系数均为零，可得到含有“o、“1、甜2关

系的微分方程如下：

丽1衄打，。O锄u。砂Or,，dYdQ=。
(6．2。)

丽1￡￡‰cc筹+筹，毒+筹毒，删Q=。 c6纠，

丽1￡￡‰cc筹+筹，参+謦+筹，考，俐Q 。6忽，

=￡喃m们孢+f，ev,dr
首先V是任意函数，提出1，=v(y)，分步积分，结合积分域Y上的非均匀性理

论及其周期性，公式(6．20)，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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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t．c卜毒c‰筹№dy+互‰筹哆V出，dQ=。 c6∞，

v是任意的，所以：

一昙(‰竽)：o，砂∈】， (6．24)

‰警刀，：o，on s (6．25)

考虑到Y．周期函数性质及公式(6．23)，可得：

“o(x，Y)=”o(x) (6．26)

即渐近展开式的第一项只和宏观坐标x有关。

之后把式(6．26)代入(6．21)，并假设v=v(y)，可得

￡伽筹+拳掣，肌。 ㈤27，

分步积分，应用积分域Y上的非均匀性理论即其周期性，由式(6．27)可得：

一￡岳c‰掣+筹№dy+￡‰掣+筹，V_搬=。c6瑚，
由于v是任意函数，所以可得：

一÷(‰婺)：÷(‰掣) (6．29)
ay i j@l @} 呶l

‰等一‰警一 (6．30)

根据式(6．22)，选择v=v(x)，可z。、．一10宏观层次的平衡方程：

南￡旺‰譬+等，硼考dQ=￡喃￡zd聊吣，dQ+￡张州r c6m，

若在式(6．22)中假定’，=v(y)，则得到：

i-fil￡旺‰(等+筹)参删Q=￡喃￡，吣)们dQ c6垃，

或者：

￡％(筹1+静掣刀=肼棚 ㈤33，

式(6．33)代表单胞微观层次上的平衡方程。同理可以求得展开级数的高次项。

然而，这种一阶项己经足够了。宏观力学行为用Uo表示，微观行为用U1表示。

为了求解均匀化弹性模量，从而建立宏观坐标系下的平衡方程(相当于虚位移

方程)。也就是说均匀化常数可以反映单胞微观结构的力学行为模式，与s无关联。

对于(6．27)。因为该方程对于Uo来说是线性的，现在分析如下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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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令z划∈巧是F式的解：

￡‰筹筹册工％掣以 ㈤34，

(2)令、壬，∈巧是下式的解：

￡‰等等册o (6．35)

x是一个参数，则”1的解为

U1：一∥(w)芒盟一甲，(训)+谚(x)f_l，2，3 (6．36)

叭，

其中，谚仅)是关于Y的积分常数。把式(6．36)代入式(6．3 1)，可得

上喃．c c‰一‰筹，卅警掣dQ=L喃工∥们吣，擒。6挪，
+蝻￡‰券们掣船f，张州r

即

碥(x)=丽1￡(‰一‰等矽
删。两1鼻￡归百Oq-'k拶

驰)2南工艘
式(6．37)可写成：

(6．38)

(6．39)

(6．40)

￡磁盥盟Oxj船∽掣拯 ㈤4。，

+￡匆(x)_(x)dQ+f．i：vf(x)订
公式(6．41)类似于(6．13)的虚位移方程，代表了宏观平衡方程。公式(5—38)中的

％代表了单胞元宏观等效弹性张量。

6．4均匀化方程的理论解

砟k／为单细胞域上的位移场，|j}，，，p为相应的张量指标符号，并满足式(6．34)。

将式(6．34)5b的张量展开，以二维问题为例，取f，J，k，，，P，g=1，2，由式(6．34)可得到：

①k=1，f_1：

现假定材料为正交各向异性，对于公式(5．34)进行展开处理，并删除系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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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峨：：篆，蠹峨文篆+筹，囊+拳
+(‰：筹+％：篆)象】刃=￡(‰。毒+‰：豢)硝吼 ％砂2 田 明 锄

当i=J=1时，式(6．38)可写成：

ei"．1∽=丽1脚t‰篆‰拳订
当i=J=2时，式(6．38)可写成：

瓤，=丽1‰‰筹如拳刃
②k=2，，=2：

式(6．34)展开为：

￡‰。等喁：：篆，蠹峨。：喾+等，囊+拳
蚂：。。攀峨：：攀)要Ⅲ：

回，l c少2 c少2

当i=J=1时，式(6．38)可写成：

胍：蠹嘞静dy

磁：=南心：‰筹^丝a锄xi：)dr
当i=J=2时，式(6．38)可写成：

磁=南她：‰筹也笠篆，甜
③k=l，，=2：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f[(‰-等喁：：攀，豪峨·：譬+等，譬+拳 ㈤48，

+(‰：筹+‰：篆)当6y2】∥=f‰：(毒+当oy2)拶观 吼 田 毗

当i=1，J=2时，式(6．38)可写成：

％=丽1‰”篆～a坝Zi2)dY
6．5均匀化理论的数值解

(6．49)

对于多数形状的单胞，可采用计算机数值模拟手段求解均匀化方程，如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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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法、边界元法等【1361。本节以有限元方法为例，介绍均匀化方程的数值求解过程。

6．5．1有限元的基本方程

采用有限元方法求解式(6．34)，把计算的位移场诉Id代入式(5-38)中，即求得等

效弹性系数。将式(6．34)中的张量展开，对于二维问题，取f，／，七，，，P，q=1,2。

①七：1，，：1时：’

将式(5--42)改为矩阵形式：

f{蠹豪豪+盟0)1)[每i x％E112砣2≤。：]×
=￡{蠹薏囊+象){毒：}dy

小，=协薏豪+玺)，sc函，

蹦熬／oy2协hdY。，剜1

8磷|a))：+8避|a))。＼ f：㈧

宅磷|印、

8避|印：
、|砖。七a嫒／oy,

q={罨：：)，乞={主荽}，乞={主。：}
J}占(TV)且占()C11)dY=工占(TV)qdy

碟。丽1．c(巨川一0占(X11))刀
现令z：1=哦、)C：1=哆，结合常规有限元计算方法，

v=yⅣ，◆，：Ⅳ◆，空：yⅣJ圣：Ⅳ函一l‘ -J l 。一

占(v)=B9，占(痧)=口参

V=[vl，1，2】T，少=[暖，哆]T

130

(6．51)

(6．52)

(6．53)

(6．54)

(6．55)

把'，、痧在单细胞域上

(6．56)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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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2。】1，嘭=[呜，，哆，】1 (6．59)

◆=【q，移：．⋯，也]T，函=[西，畦，．．．，龟】T (6．60)

其中，Ⅳ代表形函数并且与节点i是相关的，力代表整个单细胞离散域内的节

点数，曰代表转换矩阵(即节点位移向量至应变向量的矩阵)。

把式(6．57)代入(6．54)，可得有限元平衡方程如下：

◆T f BrF_．BdY参：◆T f Bre．dY (6．61)
m m

‘

即：

X痧=f

其中，

K：f BrEBdY
口

f=kB—e-y
对单细胞域内，z个单元来讲，

k；=0fBclEB；dY
式=0BPe—y

(6．62)

(6．63)

(6．64)

e单元局部刚度矩阵和节点力符合下面公式：

(6．65)

(6．66)

K：y群：y f研TEB；dY (6．67)
‘一q‘一射t ·

，

f=∑z‘=∑L研Tqdl， (6．68)

{z，)。=C。B订西odY (6．69)

髓o=q (6．70)

[勺Elll¨1％E112挖2耋。：]{曩}={罨1111} c6川，

《=1，乞02=0，艺=0 (6．72)

位移参和应变占(西)，对比(6．55)便得N碟，展开后得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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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去喜{[蜀，。一茚T髟(￡，w'EeB；dY)。1(￡，BexEe6。dy)]彳0 c6m，

其中，A5为有限元单元面积，彳为单胞域面积。

②k=2，，=2时：

令z：2=■、z；2=鼍，式(6．45)可记为

￡占7(V)毋(甲)拶=￡占7(v)eJY (6．74)

即

K妒=f (6．75)

此时，节点力变为：

式=0tBPeJY ㈨76)

上式要求占：0：方向具有单位初始应变：

《=0，占202=1，《=0 (6．77)

则式(6．46)及式(6．47)为：

碟5两1 Ir(巨t砣一0占(x22渺 (6·78)

碟5丽1￡(‰一小(X22))d】，
(6·79)

通过求解式(6．75)可过得位移妒及应变占(妒)，求解系数碟、碟。
③k=1，l=2时：

令x：2=al、z12=巴，式(6．45)可记为

￡占7(V)西(口)d】，=￡占’(v)e3dY (6．80)

即

KO=f (6．81)

此时，节点力记为：

f；=娶tBPe乒y (6．82)

即要求《方向具有单位初始应变：
晶=0，s202=0，s是=1 (6．83)

则式(6．49)为

E33=n丽1 l’(‰一《占(x22脚 (6·84)

计算(6．81)公式后可得到位移0和应变P(口)，求解系数为碟。
总的来说，对于二维线弹性问题，可选择三种不同的荷载情况，求解均匀化

的弹性系数，便可以得出等效弹模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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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日=F1可￡c且一占T与穷，dy=[誊主0曼
6．5．2周期性边界条件的分解

(6．85)

等效弹模的数值求解有很多方法，例如在自由边界条件的单胞域上分别施加

单位拉压、剪切等荷载以及在固定边界条件的单胞域上施加不同的初始应变荷载

等。前者更为直观，为保证单胞边界满足变形协调性关系，需采用约束变分原理，

利用罚函数法【138,139】或拉格朗日乘子法【1381引入附加条件修正泛函，而后者则避免

了这个困难。现在本文引入周期性边界条件公式(6．34)的求解，针对单胞上不同的

初应变受载模式，采用相应的固定边界条件【14¨411。具体做法如下：均匀化的积分

式(6．34)是一个边值问题，可通过合适的离散简化为如下公式：

K2"=f (6．86)

式(6．86)需在单胞域上求解。基于均匀化理论的假定，任何一个边值问题的求

解都需要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本文考虑单胞周期性的边界条件，微观的位移场z

是式(6．86)的Y-周期的解，周期性单胞的示意图如图6．3所示。

图6．3周期性单胞

从周期性的定义，可以得到：

z(咒，Y2)=z(乃+I，Y2)=Z(M+i，Y2+E)=Z(M，Y2+K) (6．87)

考虑到乃=片，Y2=yO，式(6．87)可写为：
z(yo，冀)=z∽+I，谚)=z(yo+墨，Y；+艺)=z(片，yO+E) (6．88)

即单胞角点处的微观位移是相等的(AA’=BB’=CC7=DD’)。图6．4表示单胞

典型变形情况。其中的位移场可分解为两个：一种为自身的变形；另一种为对单

胞内的应变不产生影响的刚体位移(如图6．5)。则由单胞体所构成的Y一周期结构

的形变如图6-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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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图6．4周期性单胞形变

饧=画
图6．5单胞形变分解

若z沿M、Y2方向的位移分量可由标量位移函数“、v表示，则式(6．87)可写

“(咒，Yz)=“(咒+I，Y2)=材(乃+X，儿+E)=甜(M，Y2+E)

v(ya，Y2)=V(M+I，Y2)=V(M+I，儿+E)=V(M，Y2+E)

(6．89)

(6．90)

图6-6 Y．周期结构的形变

对二维问题来讲，均匀化方程需三次求解过程，同时边界条件也需分解三次：

①k=1，k 1：

图6—3所示的单胞对于&、是轴来说是对称分布的。由式(6．72)，作用的荷载

为M方向的单位初始应变，如图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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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y1方向的单位初始应变

图6．7所示单胞的形状及荷载关于S，对称可以得到：

“(片，Y2)=一u(y?+K，Y2)

V(片，Y2)=V(片+K，儿)

同理，关于s对称可以得到：

“(M，y；)=u(Yl，yO+K)
V(M，蠼)=-v(y1，yO+E)

结合公式(6．91)、公式(6．94)以及及公式(6．89)、公式(6．90)，得到：

“(硝，Y2)=“(yO+K，Y2)=0

v(Yl，yO)=V(M，yO+E)=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即要约束单胞左、右边界水平位移，并保证单胞顶部及底部的位移为零。

代入咒=yO、Y2=Y；，由式(6．95)、式(6．89)及式(6．96)、式(6．90)，可知：
“(衅，硝)=“(舛+I，y：)=“(片+X，yO+艺)=甜(片，坎0+E)=0 (6．97)

v(片，少；)=1，(片+I，y；)=v(yO+X，儿0+E)=V(片，yO+艺)=0 (6．98)

式(6．97)、式(6．98)表明单胞未出现刚体位移。边界条件如图6．8所示。

'

l
l
l
唾
1 7

唾
l
l
l
●

、 P

图6—8沿y1方向加载单胞协调变形边界条件

②k=2，Z=2：

由公式(6．77)，应在奶方向作用单位初始应变荷载，如图6-9。由于几何形状

和荷载与①对称性相同，所以边界条件参照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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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k=1，，=2：

撩5,10咒宵秘的薄链辫懿；魔蹙

图6·9 y2方向的单位初始应变

图6．10沿剪切方向单位初始应变

据公式(6．83)，作用荷载为剪切方向的单位初始应变，

以知道单胞相对边的位移可由以下公式表达：

“(片，咒)=Ⅳ(yO+巧，Y2)

v(yO，儿)=一V(片+X，儿)
uO'l，少；)=-u(y1，Y；+E)

v(yl，yO)=1，(咒，Y；+艺)

如图6．10。由轴对称可

(6．99)

(6．100)

(6．101)

(6．102)

对比式(6．99)～式(6．102)及式(6．89)、式(6．90)。可知：

V(yt，Y2)=V(yO+Z，Y2)=0 (6．103)

u(yl，硝)=u(yl，硝+艺)=0 (6．104)

公式(6．103)要求单胞左、右边界被固定，且其竖向的位移为零。式(6．104)要求

单胞底部、顶部边界的水平位移被固定。将M引儿可!代入公式(6．103)、(6．104)、
(6．89)及公式(6．90)，对比后可得式(6．97)和式(6．98)。这表明单胞的外角点均被固定，

且不会发生刚体位移。边界条件如下图6．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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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沿剪切方向加戴单胞协调变形边界条件

6．6宏细观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6．6 1单胞尺寸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对于混凝土材料来说存在一个最小周期，当单胞的尺寸小于该周期时，所得

到的结果不能充分反映混凝土的力学特征；当大于该周期时，所得结果便会趋于

稳定．但难点就是数值计算量会大幅度增加。所以，有必要首先找到合适的单胞

尺寸。本文将采用离散元生成20组不同单胞尺寸的、粒径大小为5～lOmm之间的

混凝土离散元模型，其中每组包含5种不同骨料分布的样本。以尺寸为

30mmx30mm的单胞样本为例．建立离散元混凝士单胞模型如下图6．1 2所示。

圈6-12离散元混凝土颗粒流模拟

对单胞施加不同的速度荷载及边界条件，即可获得相应的位移场z．并可得到

相应弹性矩阵，从而换算之后得到了正交各向异性材料的柔度矩阵如公式(6 105)。

，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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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碟0-1『C嚣罐
c日=E旷1=I碟磁0|=l磷磋

0 0碟l l 0 0

混凝土沿着X、Y方向的等效弹性系数El、v21、E2、v12分别为：

巨=可1灼。=一虿Cin2

局="C乏---'i：'V12=群H

(6．105)

(6．106)

对单胞模型计算分析之后就可得出混凝土宏观等效弹性系数随单胞尺寸d与

最大骨料粒径‰之比的变化关系，如图6．13～图6．18所示。

38

，．、

墨36
o
i

34

0 5 10 15 20 25 30 3S 40 45

删m

图6-13等效弹性模量E1变化曲线

138

1●●●●●●●●j

o

o喏



第六章基于多尺度均匀化索塔表面细观一宏观力学特性研究

O．O∞

O．∞5

0 004

O．∞3

0．∞2

O 001

0 5 20 25 30 35 40 45

d／d

图6．14等效弹性模量E2变化曲线

0 5 20 25 30 35 40 45

d／d

图6—15 E1和E2的相对误差孝=

139

惦

“

鸵

柏

∞

{5；

：：【

驼

∞

一再cIo一山



重庆交通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O．210

O．208

0．206

0204

0．202

O．200

0 198

O．196

0 194

O。192

0 190

0．1弱

O 1∞

0．206

O．204

0．202

0．200

O．198

0．196

0．194

0．192

0．190

0．1∞

O 5 20 25 30 3S 40

d，d。

图6．16等效泊松比vl变化曲线

0 5 20 25 30 35 40 45

d，d～

图6-17等效泊松比v2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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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0

0．004S

O 0040

0．0035

0．0030

0．0025

O．0020

0．0015

0．001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州。

图6．18 vl v2的相对误差y：止型
嵋

由图6．13～图6．18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①当单胞尺寸较小时，混凝土不同样本的等效弹性系数值(E、v)围绕着某

个值上下波动。表明当别‰较小时，单胞尺寸对弹性参数解答的离散度增加。随
着单胞尺寸的增大，这种变化会逐渐变小，最终趋近于某个特定值，表明单胞尺

寸的变化基本不再引起混凝土弹性系数的变化。

②随着‰增加，vl和v2的相对误差y：监三丛是逐渐减小的，d／d,,==10
u

左右的时候，误差最小并逐渐稳定。

6．6．2宏细观结果比较

根据上述结论，选取该混凝土正方形单胞的边长为d=-lO厶∞严lOOmm，并应用

相应的等效弹模和泊松比，应用ABAQUS软件的宏观有限元网格对索塔表面进行

数值模拟。在这里采用了宏、细观多尺度模型对其进行数值仿真验证。数值模型

中，细网格尺寸为lmm×lmm，而粗网格尺寸为100minxl00ram，如图6．20所示。

考虑到细观尺度下有限元计算速度较慢，把三维索塔问题转为二维平面问题，二

维模型边界条件与三维模型保持一致。

本计算模型考虑最大索力下的两个节段受力情况。计算后截取索塔表面相同

尺寸大小的范围研究其宏细观力学特性，平面模型受力状态和边界条件与三维实

体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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搿：：．，

鹾

圈6-19索塔应力分布与预应力损失

图6-20宏细观多尺度模型

图6—21宏观尺度计算结果(拉应力分布与损伤情况



第六章基于多尺度均匀化素塔表面细观宏观力学特性研究

图6-22细观尺度计算结果(拉应力分布与损伤情况)

结合以上计算分析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①对比索塔表面宏细观有限元计算结果看到，两种尺度下的应力、应变分布

情况基本是相同的，所以说采用均匀化理论结舍数值手段可以非常好的模拟混凝

土的等效弹性系数。

②随着混凝土正方形单胞的边长最小与最大值的比值d‰增大，B、v2 z、

E2、v12分相差逐渐减小，当d／d一-10左右时候，误差最小。

6．7本章小结

本章在细观层次上把混凝土材料分解为由砂浆、骨科及其界面组成的三相复

合材料，引入均匀化理论及多尺度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对混凝土宏、细观力学

性能进行研究。计算了单胞尺寸大小相对混凝土宏观等效力学性能的影响，计算

分析出单胞的最小尺寸大约为10倍最大骨料粒径，并对混凝土索塔进行了二维宏、

细观数值仿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可较好地模拟混凝土的等效力学性质，

为预测混凝土索塔宏观裂缝与细观裂缝的机理奠定了研究基础，本章主要结论如

下：

①当单胞尺寸较小时，混凝土不同样本的等效弹性系数值(E、v)围绕着某

个值上下波动。表明当讲‰较小时，单胞尺寸对弹性参数解答的离散度增加。随
着单胞尺寸的增大，这种变化会逐渐变小．最终趋近于某个特定值，表明单胞尺

寸的变化基本不再引起混凝土弹性系数的变化。

②对比索塔表面宏细观有限元计算结果看到，两种尺度下的应力、应变分布

情况基本是相同的，所以采用均匀化理论结合数值手段可以非常好的模拟混凝土

的等效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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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基于分形理论的索塔节段开裂模型试验研究

前几章的理论分析中分别采用了有限元模拟素塔宏观开裂、离散元模拟了微

观的裂缝过程以及基于多尺度均匀化理论的宏细观力学性能的基础上，本章旨在

验证上述理论研究的可靠性，所以开展了对索塔节段进行模型试验研究，研究其

裂缝扩展分形维数与索塔荷载等级之间的关系，揭示模型试验与理论分析的相关

度，为后期对现有高大索塔进行安全性评估提供了理论与试验的数据支持。

7 1索塔缩尺模型试验简介

7 1 1工程撅况

广西大冲桥工程概况，主桥跨径为(149 12+332+113)m的双塔双索面预应力

混凝土高低塔(子母塔)斜拉桥，采用“H”型钢筋混凝土索塔，塔柱截面采用空

心薄壁截面。其中，高塔塔高132 3m，高塔塔柱顺桥向宽度由塔顶的6．5m渐变至

塔底的7．983m，横拼向宽度由塔顶的4 8m渐变至塔底的7 521m，塔柱顺桥向壁

厚120cm，横桥向壁厚80cm；矮塔塔高99 5m，矮塔塔柱顺桥向宽度由塔顶的6 5m

渐变至塔底的7 6I 5m，横桥向宽度由塔项的4 8m渐变至塔底的6 814m，塔柱顺

桥向壁厚120cm，横桥向壁厚80cm。斜拉桥索塔上拉索区域内设置环向U型

l 5+12、15-16预应力钢绞线，索塔布置图如7—1所示。

!女i￡b d‰墨耍÷i!i÷留
’’‘AJL正JJL上

图7—1索塔布置示意图(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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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试验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

本试验以大冲桥的索塔节段缩尺模型试验为研究对象，目的主要是验证分形

理论用于评价索塔安全性能的合理性问题，通过理论分析、有限元模拟与现场实

验模型相结合的手段，研究索塔锚固区的开裂后裂缝分布状态的分形维数与荷载

等级之间的关系，提出应用分形维数评价高大索塔安全性能的方法，为今后高大

索塔开裂后的安全性评价提供理论指导。

斜拉桥索塔是主要的承重构件，其承受了由拉索传来的巨大索力影响，其安

全性能不能忽视，当高大索塔出现结构性裂缝时候，人为力量是无法判断其可靠

性能，只有通过智能监测设备或者长期健康监测系统来实时的检测索塔的工作状

态和裂缝及分布状态才能提供预警措施。因此，为了防止突发性事故的产生，需

要对大跨径斜拉桥的索塔进行及时的安全性评价。

通过对大冲桥索塔锚固区应进行节段缩尺模型试验，研究索塔裂缝分布的分

形维数与荷载等级之间的关系，并与ABAQUS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对索塔的安全

行为模式进行评价，验证了分形理论评价索塔安全性能的合理性。

其中主要试验研究内容有如下三点：

①在索塔预应力张拉过程时候以及斜拉索斜向加载过程中测试混凝土应变

和钢筋应变变化，计算索塔的应力分布及规律，从而得知需要控制应力的部位和

数值。

②确定索塔节段的开裂荷载和破坏荷载。对拉索斜向分级加载的过程中，

记录索塔锚固区裂缝分布和发展情况和混凝土及钢筋应变变化情况，并计算当出

现裂缝后分级荷载下对应的裂缝分布分形维数数值；加载直到缩尺模型破坏，确

定结构的破坏荷载并计算其对应的分形维数。

③把试验结果与ABAQUS计算结果进行对比，研究锚固区从裂纹产生到裂

纹扩展最终到结构破坏的演变规律，应用分形理论对索塔进行安全性评价，为同

类型高大索塔安全性评价提供参考。

7．1．3模型设计

扇形布索的斜拉桥最上端的几对拉索成桥索力和活荷载引起的索力增量最

大，加之拉索与水平面的夹角最小，所以索塔最上端的拉索锚固区承受的拉索作

用力最大，索塔短边承受的水平分力也是最大，另一方面根据实桥实体有限元的

数值模拟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最上部几对拉索的锚固区横截面受力情况近似均匀，

所以截取索塔最顶部一两个锚索区进行模型模拟试验可以反映索塔锚固区受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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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按施工图截取索塔最上部两对索的锚固区高4．47m×宽4．54mx长6．88m的两个

节段，根据相似比原理，采用缩尺比例为1／4，即缩尺模型为(高1．12m×宽1．14m×

长1．72m)如图7-2。为实现千斤顶斜向加载，模型其下方设置反力柱，主要采用

是型钢反力装置通过高强螺栓与地锚连接试验模型总高达到1．62m高。
堡⋯200)

堡(12 00)

1． 一!!L一——一一

图7．2试验加载模型(cm)

用反力千斤顶进行斜拉索斜向加载测试，模型的配筋图如图7-3所示。

表7．1相似关系表格

物理性能 物理参数 相似常数

长度 l：4

线位移 l：4
几何性能

面积 l：16

角位移 l：1

应变 1：1

弹性模量 l：l

材料性能
应力 l：1

泊松比 1：1

刚度 l：4

集中力 l：16

线荷载 l：4
荷载性能

面荷载 1：1

力矩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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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模型配筋图

如上图7．3所示，标注尺寸除钢筋直径以毫米计外，其余均以厘米计；竖向

钢筋N1的间距为4cm，N2-N10钢筋沿竖向及横向间距为120re布置，且应勾在

横向钢筋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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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试验方案实施

平整场地

1 r

l 反力梁制作，绑扎钢筋安装模板，浇筑混凝土
I

1 P

反力架上制作节段模型，埋设钢筋应变计

土
张拉节段预应力束，读取相关数据

I安装表面应变器，荷载分级张拉拉索，观测裂缝发展

7．2．1模型制作

图7-4试验步骤流程图

实验场地选好后，进行反力梁的制作，之后进行钢筋的安装与绑扎，埋设预

应力套管、垫块，安装支撑边模板，浇筑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时在现场随机取样

制作混凝土试块两组并按规范养护。

制作铺设模型长边底模时要保证其支撑稳固，确保能承受上面的钢筋、混凝

土自重及其浇筑时的振动荷载。安装绑扎模型四边钢筋；按图7．2所示位置准确埋

设拉索套管、千斤顶施力垫块，并将其与钢筋网焊接，确保其混凝土浇注振动时

不会引起偏移；按施工图布置预应力束的套管，应多点绑扎固定；然后，布置模

型体内应变测点，妥善引出传导线，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接着安装内外模板，

可利用预应力束预留孔使用对拉螺杆，安置好内外支撑；经校核各种组件无遗漏，

位置准确后，组织混凝土的浇筑，精心安排混凝土备料，确保浇筑连续，不在模

型任何部位留置施工冷缝。按规范要求进行养护。同样在混凝土浇筑时现场随机

取样制作三组试块，同条件进行养护，以备确定预应力束张拉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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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测点布置

测点主要分布在上斜拉索作用范围布置。其中混凝土与钢筋的应变测点布置

在索塔孔内侧外侧以及箱模型室内壁各个倒角处，测点分区、测点的具体布置及

编号如图7．5．图7-9所示。

①混凝土应变片

索塔模型节段索导孔外侧、齿块周围以及长边内侧和外侧。
2] D

A c
H

] K
1——

图7-5应变片布置分区

J

I

M

K

图7-6箱型柱A面混凝土应变花布置图，C面与A面的应变花布置图一样

图7．7箱型柱B面混凝土应变花布置图，F、H、D、B、B’面的应变花布置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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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一箱型柱内表面面混凝土应变花布置图，G面与 面的应变花布置图一样

②普通钢筋的应变测点

钢筋应变片主要埋在箱室的短边受拉索压力较大部位大约在中部位置，长边

中部位置，齿块的边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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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卜l、J_J断面普通钢筋应变片布置图

．索力斜向加载实验

对设计荷载按照相似系数折算后对缩尺模型进行加载，采用千斤顶同步加载，

完全模拟斜拉索进行斜向加载。考虑到模型破坏荷载较大，每个拉索孔区内侧布

置两台并联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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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千斤顶匀速加压到1000KN(1／16x1000=62KN)，检查各个应变片工作状

态是否准确，然后完全卸载，再按以下设计方案进行加载。

图7-10加载方案

①成桥索力加载

顶部拉索按表7．2进行斜向加载至成桥索力荷载之后并卸载归零。测试一对索

力作用下索力横截面效应的扩散范围。

表7．2成桥索力分级和持荷时间表

千斤顶1 千斤项2
序号 持续时间加载吨位(烈) 加载吨位(1刚)

l 1000 xl／16 lOoo xl／16 10(分钟)

2 3000 xl／16 3000 xl／16 10(分钟)
3 4000 xl／16 4000 xl／16 10(分钟)

4 5400 xl／16 5400 xl／16 10(分钟)

②成桥索力与最大索力的加载

按表7．3进行斜向加载到最大索力，并且持荷l0分钟之后卸载道成桥索力作

用，然后又加载至最大索力持荷10分钟后卸载至成桥索力，如此反复3次。分别

测试成桥索力和最大索力作用下锚固区测点的应变情况。

表7．3成桥索力和最大索力分级和持荷时间表

千斤项1 千斤顶2
序号 持荷时间(分钟)

加载吨位(KN) 加载吨位(KN)

1 lOoo xl／16 1000 xl／16 10

2 3000 xl／16 3000 xl／16 lO

3 4000 xl／16 4000 xl／16 10

4 5400 xl／16 5400 xl／16 5

5 最大索力xl／16 最大索力xl／16 5

6 5400 xl／16 5400 xl／16 5

7 最大索力xl／16 最大索力xl／16 5

8 5400 xl／16 5400 xl／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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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加载

拉索承载能力极限荷载确定：F=I．1×(1．2x成桥索力+1．4×活荷载引起的最大索

力)。

在整个加载过程中，密切关注各测点应力状态。为方便操作，除非测点受力

发生突变，否则只在持荷吨位上采集各测点数据，加载过程中需留意裂缝出现及

变化情况，拍摄实验节点性照片。实验操作完成后，根据数据分析加载过程对模

型各区段混凝土、钢筋和预应力筋的受力影响，并与理论分析结果的进行对比，

研究应力分布规律。说明：当荷载加到模型出现裂缝的时候，为了更精确地记录

裂缝的发展趋势，荷载加载等级可以降低；当发现局部应变片有异常变化时，结

构可能即将破坏，可放慢加载速度，以获取准确的破坏荷载。

在整个加载过程中，如果塔柱箱室裂长短边缝明显开展或钢筋上应变测试显

示钢筋已屈服，继续缓慢加载。期间记录每一级荷载对应的裂缝分布形态，检查

分析锚固区裂缝破坏模式，结合分形理论评价索塔的安全性。

表7．4极限加载荷载分级和持荷时间表

千斤顶l 千斤顶2
序号 持荷时间(分钟)

加载吨位(KN) 加载吨位(KN)

1 lOoo xl／16 1000 xl／16 10

2 1500 xl／16 2000 xl／16 10

3 2000 xl／16 3000 xl／16 10

4 2500 xl／16 4000 xl／16 5

5 3000 xl／16 5000 xl／16 5

6 3500 xl／16 5400 xl／16 5

7 4000 xl／16 5400 xl／16 5

8 4500 xl／16 5400 X1／16 5

9 5000 xl／16 5400 xl／16 5

10 5400 xl／16 5400 xl／16 5

Il 承载能力极限荷载6000 xl／16 5400 xl／16 5

12 每级增加200KN xl／16 5400 xl／16 每级采集数据一次

④索塔节段模型加载试验

以上索塔的节段模型设计方案，在重庆交通大学结构实验室完成索塔节段的

浇筑工作，如下图7—11所示，索塔模型内模与钢筋绑扎——预应力与外模的安装

——索塔混凝土浇筑——索塔预应力张拉与反力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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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索塔模型内模与钢筋绑扎 b)预应力与外模的安装

(e)素塔斜向千斤】页安装及线路调试

图7—1】模型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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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东侧索塔开裂裂缝分布 b)西恻索塔开裂裂缝分布

c)东侧局部裂缝分布 (d)西删局部裂缝分布

图7 12索塔开裂裂缝分布

7 3试验结果分析

7．3 1索塔开裂后结构行为

随着荷载等级的逐渐增加．索塔导管孔外侧的混凝土应变片的拉应变逐渐增

加，索塔孔起裂．裂缝扩展，当荷载达35t时候，东西侧均有一条通长裂缝贯通到

塔顶，见图7一】2(a)、(b)、(c)、(d)所示。随着荷载等级索塔孔周围混凝土的

微应变变化值已经钢筋微应变变化值如图7—13～图7．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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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7．17钢筋微应变随着荷载增加后的变化曲线

由图7．13～图"7-17可以看出，在斜拉索巨大索力的影响下，索塔外侧索导孔

周围的混凝土基本是受拉状态，第四章宏观有限元计算得出了开裂的主要原因索

塔孔周围拉应变超过混凝土极限拉应变而开裂，第五章细观离散元计算的计算结

果表明破坏的主要原因也是拉裂纹居多才导致的，所以本实验模型验证了前期计

算工

图7一18有限元结果与节蹬模型对比图

如图7-1 8所示，模型试验看出索塔孔拉应变超标从而导致孔边裂缝起裂、扩

展直至贯通，与有限元计算结果基本一致，裂纹扩展趋势是基本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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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裂缝长度实验值与计算值对比

以索塔外侧索孔某裂缝为例列出随着荷载等级增加裂缝扩展长度的实验值与

计算值对比图如图7．19所示，可以看出从索塔开裂后，随着荷载等级的逐渐增加，

数值模拟计算值与试验测量值的裂缝长度变化值都非常接近，验证计算方法的准

确性。

7．3．2索塔分形维数计算

针对分级加载索塔开裂后的图片，应用盒子计数法，并且结合resize图像处

理矩阵，实现索塔表明混凝土分形裂缝的不同网格划分，然后再把非空像素单元

进行记录，采用matlab编写程序计算索塔随着荷载等级增加分形维数的变化值。

对于表面裂缝分维数的测量一般采用盒计数的方法，从裂缝出现到结构破坏，

把各级荷载对应的裂缝状态进行汇总，计算分维值具体做法如下：以边长为，的正

方形网络去覆盖索塔开裂产生裂缝的分布区域，通过改变格子尺寸，．来改变网络密

度，然后统计出每个尺度下格子内有裂缝的格子数目N(，．)。绘制InN(r)---．In(r)关

系曲线。本文给出了五种工况下索塔分维值计算图，如图7．20～图7．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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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 1．4 1 6 1．8 2．0 2．2 2．4 2．6 2．8 3 0

盒子标定对数In(r)

图7—24工况5(35T)

从以上工况1到工况5的计算结果看以看出，工况1分维值为1．02，工况2

分维值为1．27，工况3分维值为1．51，工况4分维值为1．77，工况5分维值为1．94。

由第四章有限元计算结果可以知道，其五个荷载等级下对应的分维值分别为

1．05、1．37、1．67、1．82、1．98。结合实验室计算结果分形维数对比图如7．25所示：

工况1 工况2 工况3 工况4 工况5

荷载工况

图7．25试验计算值与有限元计算结果对比

从上图7．25可以发现由有限元计算结果与模型试验计算结果在同样的荷载工

况下，每一级荷载下对应的分形维数是非常相近的，并验证了分形理论评价索塔

安全性能的可靠性。

通过以上的索塔节段模型试验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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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斜拉索巨大索力的影响下，索塔外侧索导孔周围的混凝土基本是受拉状

态，与第四章宏观有限元计算吻合度较高，其索塔孔开裂的主要原因索塔孔周围

拉应变超过混凝土极限拉应变而开裂，而且第五章计算的结果表明破坏的主要原

因也是拉裂纹居多才导致的，所以本实验模型验证了前期计算工作的准确性。

②模型试验和有限元对比看出随着荷载等级的逐渐增加，数值模拟计算值与

试验测量值的裂缝长度变化值都非常接近，验证计算方法的准确性。

③有限元计算结果与模型试验计算结果在同样的荷载工况下，每一级荷载下

对应的分形维数是非常相近的，并验证了分形理论评价索塔安全性能的可靠性。

7．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索塔模型试验，对索塔在不同荷载作用下裂缝分布做了详细的记录，

结合分形理论，对索塔在承受不同荷载下安全状态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分形维数

能够很好地刻画索塔的损伤严重程度。在极限荷载下对应的维数就是最大损伤分

形维，为索塔安全评价提供了量化指标。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分形维数1表

示没有裂缝或损伤较小，维数为接近2则表示结构严重损伤或完全破坏，一般裂缝的

维数总是介与1和2之间，也就是说维数值的大小明确地表达了结构开裂程度。基

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索塔安全性能与分维值的对应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①模型试验看出索塔孔拉应变超标从而导致孔边裂缝起裂、扩展直至贯通，

与有限元计算结果基本一致，裂纹扩展趋势是基本相同的；

②由有限元计算结果与模型试验计算结果在同样的荷载工况下，每一级荷载

下对应的分形维数是非常相近的，并验证了分形理论评价索塔安全性能的可靠性。

162



第八章结论与展望

8．1本文主要结论

第八章结论与展望

本文为了研究斜拉桥高大索塔的安全性能状况，特此提出了基于分形理论为

基础的索塔安全评价模式，文中通过、索塔裂缝的信息采集技术、混凝土裂缝扩

展规律研究、混凝土索塔开裂的宏细观数值模拟及节段模型试验分析展开了研究，

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①传统的裂缝监测手段和图像处理方法已经不适用对于斜拉桥类高大索塔

的裂缝信息的采集与处理，本文通过研发出来的新型智能行走装置采集高大索塔

技术以及后期对所采集裂缝图像的数值化，二值化与拼接，可以有效去噪和去除

阴影，得到清晰的塔柱裂缝图像；基于数字图像的裂缝图片，可以通过轮廓跟踪

和图像标定，并利用左右边缘的方法有效求取裂缝宽度，将裂缝监测信息采集及

处理技术运用到现有斜拉桥等高大索塔上是可行且有效的；

②现场实测以及大量的试验表明，混凝土材料的断裂面都是非常不规则和粗

糙的，用直线型裂纹来近似模拟精度较低。而分形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非线

性数学工具，本文结合断裂力学理论，推导了在直线型裂纹假设下的应力强度因

子与裂纹不规则扩展假设下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分形理论

计算出来的裂缝应力强度因子比理想直线型裂纹扩展下要小，判断要更精确，并

且裂缝不规则扩展更接近于实际的裂缝扩展；

③混凝土的宏观的破坏过程，是根源于材料内部细观结构渐进损伤的物理现

象。本文在研究宏观索塔开裂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细观层次的混凝土材料渐

进损伤行为分析，并结合多尺度均匀化理论，建立了混凝土细观．宏观等效力学性

能的多尺度模型，对混凝土材料的宏观整体与细观局部化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该方法可较好地模拟混凝土的等效力学性质，为预测混凝土索塔宏观裂缝

与细观裂缝的机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④通过在实验室的索塔模型试验，获取了各等级荷载作用下的索塔裂缝分布

情况，借助分形理论对索塔的安全性能进行了评价，并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了

对比，验证了分形理论用于评价索塔安全性能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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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工作展望

本文通过塔柱节段缩尺模型试验与索塔开裂的数值模拟分析，利用裂缝分维

值对塔柱进行安全性等级评估，为以后的斜拉桥塔柱长期健康监测奠定了基础。

但是鉴于时间关系，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研究努力的地方，下一步要开展的

工作如下：

①结合较大比例尺度或足尺索塔模型试验，通过荷载的逐级加载，观察裂缝

状态，并与本文的索塔数值仿真模型进行对比，研究其分维值与索塔荷载等级之

间的关系，借此指导理论公式的优化和修正，细化索塔安全性评价模式，为以后

大跨径索塔安全评价提供更为详实的理论依据；

②把智能行走装置进一步完善，将裂缝监测采集系统运用到实桥上，进一步

修正和完善该系统，把采集的裂缝信息结合分形理论与室内试验结果对现有桥梁

索塔进行安全评价；

③混凝土三相组分，特别是骨料．砂浆之间交界面的细观本构是非常复杂的，

论文下一步有必要对细观状态下三维混凝土的剪切、压缩、拉剪等其他本构关系

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考虑预应力和普通钢筋的三维颗粒流数值模型，为建立更加

合理的细观模型奠定试验基础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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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of Appropriate Cambers for Long-Span Railway Cable-Stayed Bridges[J]．Modem

Applied Science，20 1 3，7(8．)

[14]周建庭，杜子学，武维，刘朝涛，宋军．带自检测装置的索塔及索塔表面裂缝检测方法：中

国，CN201310020164．6F']．2013．5．15(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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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热能转化降低混凝土箱体结构表面温度机理研究。(项目编号

51278512／E080505)，2013011201612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役桥梁结构系统非线性动力参数识别及安全性评估研究。(项目编

号51208538／E080509)，201301—201502

[3】交通运输部重点项目，空心板整体加固技术研究

[4] 重庆市重大项目，轨道交通六号线蔡家嘉陵江国内最大跨径轨道交通斜拉桥施工监控有

限元分析负责人

[5]云南省项目，大跨径连续刚构桥梁新型加固方案研究——应用矮塔斜拉桥体系对连续刚

构进行加固，理论计算分析，并撰写报告。依托工程云南蒙自黑冲沟大桥

[6] 智能移动视频扫描装置爬行索塔．索塔设计方案编制

[7】乐昌至广州高速公路三座桥梁的抗倾覆验算报告

[8】重庆上跨盘溪路桥超长桥台温度场计算

[9】参与编写重庆市公路建设地方标准制订(修订)项目申请

[10]云南省胜境关～曲靖高速公路T梁加固新技术有限元计算及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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