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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复合材料模具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的

力学安全性分析

钟佳宏，杨 杰，彭晓博，刘 东，王成雨

（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摘　要：为避免环境对混凝土的腐蚀，常用的保护措施有贴瓷砖、喷涂涂料、保护模板等方法，但这

些方法存在施工效果和耐久性差的问题。为此，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混凝土表面保护方法：将混凝土直接

浇筑在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ＢＦＲＰ）模具中，该模具会对混凝土起到保护作用。针对新型的保护方法，

利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软件模拟仿真混凝土在纤维复合材料模具中的浇筑过程，研究了混凝土温度场分布

情况，并对混凝土温度应力作用下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模具的力学安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ＢＦＲＰ

模具会使最大水化热出现的时间推迟，其最高温度也变大了；ＢＦＲＰ模具与混凝土的温度场变化一致；在

ＢＦＲＰ模具的约束下，混凝土的温度应力明显增大，但并没有遭受破坏；另一方面，水化热期间，ＢＦＲＰ模

具受到混凝土温度场变化产生的温度应力的作用，但并没有因此而发生破坏、失效。研究结果表明：玄

武岩纤维复合材料模具满足力学安全性，对混凝土的工程应用具有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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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混凝土在使用时，可能会受到酸雨、海水或者硫酸

盐环境的慢性腐蚀。针对混凝土抗腐蚀问题，一般采用

了贴瓷砖喷、涂保护涂料、使用保护模板等措施。在外

墙贴瓷砖可以保护混凝土，但因为粘结胶浆材质、粘结

操作工艺、气候的影响，其耐久性差，常发生脱落、伤人

等问题，因此在高层建筑中使用较少［１］。另一方面，喷

涂涂料如氟碳涂料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和耐久性，可用

来替代瓷砖，但又因工程环境限制、环境污染、施工效果

差等问题，而使其不宜大范围使用［２］。此外，在工程应

用中常使用保护模板来提高混凝土的质量和建筑工程

效益，但这种方法又存在标高偏差、轴线偏移、拼接不严

密等问题［３４］。

除上述方法外，还可使用纤维增强聚合物（Ｆｉｂ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ＦＲＰ）对混凝土进行加固和防护。纤

维复合材料一般是由纤维与树脂基体通过某种特定的

工艺形成的材料，通常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耐化学腐蚀

和耐候性好的特点。在土木工程领域中，ＦＲＰ主要以缠

绕加固、板材加固、永久模板、短纤维掺杂的形式出现在



混凝土构件中［５８］。环境中的酸碱腐蚀对混凝土构件的

工作性能会产生影响，若在混凝土外加上一层防酸碱腐

蚀的ＦＲＰ保护层，这既能提高其抗拉和抗剪性能，又能

提高耐久性［９１０］。玄武岩纤维及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

（Ｂａｓａｌｔ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ＦＲＰ）的耐腐蚀性能优

于聚丙烯纤维和耐碱玻璃纤维，而且对混凝土力学性能

影响不大，适宜用在混凝土领域［１１］。

通常ＦＲＰ加固保护混凝土的主要步骤为：先对混凝

土表面进行处理（修补裂缝、去除裂化混凝土和找平），

再手工铺放树脂和 ＦＲＰ纤维布或粘贴成型好的

ＦＲＰ［１２］，但这会出现工序繁琐、粘贴不牢的问题。

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混凝土表面防护方

法，以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避免腐蚀环境对混凝土的

浸蚀。通过模拟仿真混凝土在纤维复合材料模具中的

浇筑过程，研究了混凝土温度场的分布情况，并对混凝

土温度应力作用下纤维复合材料模具的力学安全性进

行了分析，这对工程应用具有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 混凝土防护方法介绍

本文提出的新型混凝土保护方法为：混凝土直接浇

筑在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模具（以下简称纤维模具或

ＢＦＲＰ壳体）中，在使用过程中，模具起到保护混凝土的

作用［１３１４］。具体步骤如下：

（１）制作纤维模具。使用热压罐成型、真空辅助成型、

树脂传递模成型（Ｒ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ｏｌｄｉｎｇ，ＲＴＭ）、模压成型等

工艺制作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模具。其形状和尺寸与混凝

土结构的形状和尺寸一致，如圆柱体形或正方体形。

（２）制作嵌入连接件。所谓的嵌入连接件为纤维模

具内表面的突起，嵌入件可与纤维模具一体成型，也可

单独固化成型后粘接在纤维模具内表面的一个或几个

面上。嵌入连接件的各种形式如图１所示。

（３）浇筑混凝土。在完成以上工作后，根据施工要

求，可直接在现场进行混凝土浇筑或制成混凝土预制

件，最后混凝土与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共同形成一体来

使用。混凝土在附有嵌入连接件的纤维模具内的浇筑

剖面图如图２所示。

为了更感性的理解此法，在纤维模具中直接浇筑了

部分混凝土，如图３所示。

图１ 嵌入连接件

图２ 混凝土浇筑剖面图

图３ 纤维模具中直接浇筑了部分混凝土

２ 混凝土与复合材料的失效关系

混凝土浇筑在ＢＦＲＰ壳体内时，混凝土产生的温度

场将对ＢＦＲＰ壳体产生影响。在施工环境中，使用的都

是最小边尺寸在１ｍ～３ｍ范围内的大体积混凝土。大

体积混凝土在纤维模具中浇筑时，水泥水化会放出大量

热量，导致内部温度比表面温度高，内部混凝土膨胀程

度比表面的大［１５］，而纤维模具约束了混凝土的膨胀，使

混凝土与纤模具之间以及混凝土内部会产生较大的应

力场。因此，需要分析纤维模具是否因温度应力场变化

而发生了破坏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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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纤维模具是否因温度应力场变化而发生了破

坏失效时，将混凝土与纤维模具之间视为完全接触。以

热力学为基础，利用热传导方程，对混凝土水化热温度

场求解，构建温度场产生的温度应力与纤维模具之间的

作用关系，计算纤维模具受温度应力作用的应力场，使

用复合材料失效准则判断纤维模具是否因温度应力作

用而失效。

２１ 热传导原理

混凝土浇筑时，其温度场的计算和求解属于热力学

问题。瞬态温度场描述的是温度场随着水化热时间的

变化而变化，对其的计算实质上是三维非稳态导热方程

在特定边界和初始条件下的求解。为了便于计算，假设

混凝土是均匀的、各向同性的固体，其热传导方程为［１６］：

Ｔ
τ
＝λｃρ

２Ｔ
ｘ２
＋

２Ｔ
ｙ２
＋

２Ｔ
ｚ( )２ ＋Ｑｃρ （１）

式中，λ为导热系数；ｃ为比热；ρ为密度；Ｑ为热源，即

水泥在水化热作用下，单位时间内单位体积放出的热

量；Ｔ为温度；τ为时间；ｘ、ｙ、ｚ为空间坐标。

２２ 混凝土水化热

水泥在水化过程中放出的热量称为水泥水化热，是

混凝土温度变化的最根本原因。不同品种和标号的水

泥，其矿物成分含量不同，因此其水化热的数值和发展

规律也不尽相同。水泥水化热随着混凝土龄期的改变

而改变，其变化一般有如下三种表达形式：

指数式：Ｑ（τ）＝Ｑ０（１－ｅ
－ｍｔ） （２）

双曲线式：Ｑ（τ）＝Ｑ０
τ
ｎ＋τ

（３）

双指数式：Ｑ（τ）＝Ｑ０（１－ｅ
－ａτｂ） （４）

式中，Ｑ（τ）为单位质量水泥在单位时间内的水化热，

ｋＪ／ｋｇ；Ｑ０为τ→∞时的最终水化热，ｋＪ／ｋｇ；τ为龄期，

ｄ；ｍ、ｎ、ａ、ｂ为常数。

２３ 混凝土温度应力

混凝土温度应力是由混凝土内部水化热产生的温

度梯度而产生的。混凝土的温度和应力大小及其变化

趋势受混凝土表面散热系数、环境温度、浇筑温度、混凝

土本身热学性能（导热系数和比热）、绝热温升等因素的

影响。混凝土温度应力计算式为：

σｚ（τ）＝
α
２×∑

ｎ

ｉ＝１
ΔＴ１ｉ（τ）×Ｅｉ（τ）×Ｈｉ（τ，ｔ） （５）

式中，σｚ（τ）为龄期τ时混凝土浇筑体里表温差产生的

温度应力，ＭＰａ；ΔＴ１ｉ（ｔ）为第 ｉ计算区段混凝土浇筑体

里表温差的增量，℃；Ｅｉ（τ）为第 ｉ计算区段，龄期为 τ

时，混凝土的弹性模量，ＭＰａ；α为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

Ｈｉ（τ，ｔ）为龄期τ时，第ｉ计算区段产生的约束应力延续

至ｔ时的松弛系数。

２４ 复合材料失效准则

复合材料层板的失效是逐层产生的，当某一单元满

足失效条件时，则认为该单元失效。常用的强度失效准

则有最大应力（应变）准则、ＴｓａｉＨｉｌｌ准则、Ｈｏｆｆｍａｎ准

则、ＴｓａｉＷｕ准则和比应变能密度准则。其中，ＴｓａｉＷｕ

失效准则对复合材料的破坏描述最全面［１７］，为：

Ｆｉσｉ＋Ｆｉｊσｉσｊ＋Ｆｉｊｋσｉσｊσｋ＋… ＝１ （６）

式中，Ｆｉ、Ｆｉｊ和Ｆｉｊｋ分别为强度参数张量；σ为正应力；

ｉ，ｊ，ｋ，＝１，２，３，，，６。若计算值大于１，表示材料失效。

强度失效参数见表１、表２［１８］。

表１ 拉压强度失效参数

方向
拉应力强度

／ＭＰａ
压应力强度

／ＭＰａ

Ｘ ２６８８０ １４５８０

Ｙ ６９５ ２３６０

Ｚ ５５５ １７５０

表１ 剪切强度失效参数

方向 剪切强度／ＭＰａ

ＸＹ １３６０

ＸＺ １３６０

ＹＺ ９５６

３ 仿真计算分析

ＡＮＳＹＳ软件的热分析包括稳态分析和瞬态分析两

种，前者针对的是温度场不随时间变化的稳态温度，后

者针对的是温度场随时间变化的瞬态温度。混凝土浇

筑过程的温度场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瞬态温度。

对混凝土温度应力求解时，采用间接法求解，即先分析

温度场，再读取对应的温度场作为载荷进行施加并求解

温度应力场。利用 ＡＮＳＹＳ软件的多点约束（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ＭＰＣ）功能建立了实体单元与壳单元的连

接［１９］，对纤维模具与混凝土表面进行绑定分析求解。

为研究ＢＦＲＰ模具对混凝土水化热的影响以及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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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力学安全性，计算了两种工况：工况一为仅有混凝

土，工况二为纤维模具中直接浇筑混凝土。混凝土为一

次性浇筑，浇筑温度为１５℃，停工１５ｄ，环境温度恒定

为２０℃。

３１ 有限元模型

分别建立混凝土和 ＢＦＲＰ模具的几何模型，模型尺

寸均为５ｍ×３ｍ×５ｍ。热分析时，混凝土使用实体单

元ｓｏｌｉｄ７０，网格划分为２５（Ｘ）×１５（Ｙ）×２５（Ｚ）；ＢＦＲＰ

模具使用壳单元ｓｈｅｌｌ１３２，网格划分为１０（Ｘ）×１０（Ｙ）×

１０（Ｚ）。有限元模型如图４所示，其中图４（ａ）为混凝

土，图４（ｂ）为ＢＦＲＰ模具壳体侧面，沿 ｘ轴顺时针方向

分别标注为第１、２、３、４面，底面为第５面。

图４ 有限元模型

模型热工参数和材料常数分别见表３、表４［２０２１］。

表３ 模型热工参数

模型
密度／
（Ｋｇ／ｍ３）

热膨胀率／
（１０６／Ｋ）

比／
（Ｊ／ｋｇ·Ｋ）

热导率／（Ｗ／ｍ·Ｋ）

ＫＸＸ ＫＹＹ ＫＺＺ

ＢＦＲＰ ２６５０ ５５ ６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５

混凝土 ２４００ ０９ ９４５ ３００８９

表４ 模型材料常数

模型
泊松比 弹性模量／ＧＰａ 剪切模量／ＧＰａ

υｘｙ υｙｚ υｘｚ ＥＸ ＥＹ ＥＺ ＧＸＹ ＧＹＺ ＧＸＺ

ＢＦＲＰ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 ９０ ９ ９ ６ ８ ２８

混凝土 ０１６７ ３２５ｅ３ －

　　ＢＦＲＰ模具每层的厚度为００００２ｍ，采用对称铺层，

铺层角度为９０／４５／０／４５／９０，如图５所示。

３２ 边界条件施加

混凝土水化热边界条件有４类，在特定条件下，各

类边界条件可以相互转化。本文使用第四类边界条件，

即ＢＦＲＰ模具内表面与核心混凝土表面之间导热，两者

接触良好，在接触面上温度和热流密度都是连续的。边

界条件为：

图５ ＢＦＲＰ模具铺层

－ｋＴ
ｎ
＝βｓ（Ｔａ－Ｔｈ） （７）

βｓ ＝
１

１
β
＋
ｈｓ
ｋｓ

（８）

式中，ｋ为混凝土导热系数；Ｔ为混凝土表面温度；βｓ为

表面等效放热系数，即核心混凝土表面通过 ＢＦＲＰ与大

气换热的放热系数；Ｔａ为环境温度；Ｔｈ为核心混凝土表

面温度；β为ＢＦＲＰ模具的放热系数；ｈｓ为ＢＦＲＰ模具壁

厚；ｋｓ为ＢＦＲＰ模具的导热系数。

３２１ 生热率

在 ＡＮＳＹＳ软件中，混凝土的绝热温升通过生热率

ＨＧＥＮ实现。生热率是单位时间内单位体积混凝土的生

热量，即生热量对时间的导数，可表示为：

ＨＧＥＮ＝Ｗ０
ｄＱ（τ）
ｄτ

（９）

式中，Ｗ０为水泥用量，ｋｇ／ｍ
３；ＨＧＥＮ为混凝土水化生热

率，Ｗ／ｍ３。

使用式（４）求得混凝土的生热率：ＨＧＥＮ ＝

Ｗ０Ｑ０ａτ
ｂ－１ｅ－ａτ

ｂ

，其中 ａ＝０６９，ｂ＝０５６；取 Ｑ０＝３３０，

Ｗ０＝２８０。

３２２ 对流系数

浇筑时，混凝土表面与空气的对流系数为 βｋ ＝

２０１６Ｗ／ｍ２·℃；ＢＦＲＰ模具的放热系数β＝３０Ｗ／ｍ２·℃［２２］；

由式（８）计算出混凝土表面通过ＢＦＲＰ模具与大气换热的等

效放热系数βｓ＝１６Ｗ／ｍ
２·℃；其中工况一混凝土底面为绝

热底面。对流系数一般是施加在所选面的节点上。

４ 结果分析

混凝土中心点温升曲线和底部中心点温升曲线分

别如图６、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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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混凝土中心点温升曲线

图７ 混凝土底部中心点温升曲线

从图６、图７可知，两种工况下，混凝土的水化热温

升曲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工况二出现最大水化热的时

间比工况一晚２ｄ左右，但最高温度明显高于后者；提取

两种工况下混凝土中心节点与底面中心节点的温度，发

现其最高温度差值分别约为６℃（中心节点）和７℃（底

部中心节点）。

工况二１５ｄ后温度图如图８所示。

图８ 工况二１５天后温度图

从图８可知，工况二在第１５ｄ水化热后，底面温度

约为４５℃；混凝土水化热期间，ＢＦＲＰ模具温度场与混

凝土表面温度场的变化一致，并且延厚度方向１ｍ的范

围出现了较大的高温面积，由于顶面接近空气，最后的

温度与环境温度接近。

混凝土中心点应力图如图９所示。

图９ 混凝土中心点应力图

从图９可知，水化热产生的温度应力使两种工况下

都表现出拉应力趋势；工况二混凝土中心的温度应力明

显高于工况一，其最大值为０１８５ＭＰａ，该值低于 Ｃ２０、

Ｃ３０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抗拉强度设计值分别为

１２７ＭＰａ、１４３ＭＰａ），说明不会使混凝土发生破坏。

提取ＢＦＲＰ模具面２中心线上各节点不同水化热时期

的等效应力作图，得到中心线应力变化曲线，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ＢＦＲＰ模具面２中心线应力变化

从图１０可知，第７ｄ左右水化热温度达到最高，混

凝土的温度变形膨胀也最大，在 ＢＦＲＰ模具约束作用下

的应力也大于其他时期。由于 ＢＦＲＰ模具在０ｍ～０１

ｍ内的温度梯度变化较小，即ΔＴ温差变化小，使得其出

现了较小的应力。

节点１２９１温度、应力、失效因子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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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节点１２９１温度、应力、失效因子随时间的变化

从图１１可知，ＢＦＲＰ模具应力随时间的变化而变

化，应力、温度、ＴｓａｉＷｕ失效因子三者的变化规律基本

一致；在第８ｄ出现较大的应力，为 ４９５ＭＰａ，温度为

４６４℃，此时失效因子为００４１２，小于１，说明 ＢＦＲＰ模

具不会被破坏，属于安全的。

１５ｄ后ＢＦＲＰ模具等效应力云图和ＴｓａｉＷｕ强度失

效图分别如图１２、图１３所示。

图１２ １５ｄ后ＢＦＲＰ模具等效应力云图

图１３ １５ｄ后ＢＦＲＰ模具Ｔｓａｉ－Ｗｕ强度失效图

图１２、图１３可知，混凝土水化热１５ｄ后，ＢＦＲＰ模

具受到混凝土温度应力的作用，靠近 ＢＦＲＰ模具底面与

侧面连接处出现了较大的应力，最大为９６４ＭＰａ；根据

ＴｓａｉＷｕ强度失效准则对 ＢＦＲＰ模具进行计算判断，最

大失效因子为００３８５８，小于１，说明ＢＦＲＰ模具结构不

会发生破坏失效。

５ 结 论

通过对混凝土在纤维模具中浇筑过程的仿真，分析

了混凝土的温度场与纤维模具在温度应力作用下的力

学安全性，结果发现：

（１）ＢＦＲＰ模具会对混凝土水化热温度场产生影响，

使最大水化热出现的时间推迟，其最高温度也变大了；

ＢＦＲＰ模具温度场与混凝土的温度场变化一致。

（２）在ＢＦＲＰ模具的约束下，混凝土的温度应力比

无ＢＦＲＰ时明显增大，但混凝土并没有被破坏。

（３）水化热期间，ＢＦＲＰ模具受到混凝土温度场变化

产生的温度应力的作用，但并没有因此而发生破坏而失

效，说明整个结构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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