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卷

第2期

2021 年

6月

交

通

科

学 与

工

程

Vol.37

JOURNAL OF TRANSPOR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2

Jun. 2021

文章编号：1674 − 599X(2021)02 − 0041 − 06

钢绞线局部锈断混凝土梁疲劳性能试验研究
于明浩，苏小超，王磊
(长沙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

要：针对预应力混凝土桥梁中钢绞线局部锈蚀造成疲劳性能退化问题，制作了 6 根预应力混凝土梁，对其中

4 根不同钢绞线锈断位置的试验梁进行电化学加速锈蚀试验、静力加载和疲劳加载试验，研究了钢绞线断裂后预
应力混凝土梁的疲劳性能退化机理和力学性能退化规律，分析了混凝土表面裂缝扩展、荷载−挠度关系及疲劳寿
命。研究结果表明：L/4 锈断位置处的试验梁刚度退化和裂缝扩展规律，与未锈蚀梁和端部锈蚀梁的差异明显；
不同锈断位置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静载和疲劳性能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当锈断位置处于梁端时，钢绞线与混凝土
形成二次锚固效应，对梁的刚度保证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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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 behavior test of concrete beam with local corrosion-induced fracture
of steel strand
YU Ming-hao, SU Xiao-chao, WANG Le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fatigue property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 of prestressed concrete
beam with local corrosion-induced fracture of steel strand, a total of 6 prestressed concrete beams were
designed and fabricated. Electrochemical accelerated corrosion was applied to 4 of them at different
locations of steel strand rust failure, and static and fatigue loading tests were carried out. The fatigue
degradation mechanism and mechanical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 of prestressed concrete beams
destabilized by breaking steel strand were studied, and the crack propagation, load-deflection
relationship and fatigue life of concret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iffness degradation
and crack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 of beam with breaking steel strand at the position of L/4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on-corroded beam and beam with breaking steel strand at the position
of end. The static load and fatigue properties of prestressed concrete beams with breaking steel strand
are reduced. When the corroded position is located at the end of beam, the secondary anchorage formed
by steel strand and concrete can provid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tiffness of the beam.
Key words: bridge engineering; prestressed reinforced concrete; corrosion; fatigue; rigidity
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构件具有截面小、自重轻、
[1]

和沿海环境，导致了结构内部钢绞线锈蚀、截面积

跨越能力强 等优势，在中国现有公路桥梁中占很

减小和有效预应力水平降低[2−4]等问题。当荷载大

大比重。近年来，由于该类桥梁长期暴露在除冰盐

于消压弯矩后，混凝土梁进入受拉状态，甚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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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当钢绞线局部锈断后，结构抗弯承载力明显
下降[5−6]，并在车辆荷载反复作用下锈蚀会进一步
加速结构的疲劳损伤累积

[7−9]

1 试验概况

，桥梁的安全性难以
1.1

保障。

本试验共有 6 根 PC 梁，编号为 S0～S2、F0～

已有学者开展了钢绞线锈蚀后预应力混凝土
[7]

试件设计

梁的疲劳性能研究。余芳 研究了不同锈蚀程度钢

F2。其中，S0～S2 为静载试验梁，F0～F2 为疲劳试

绞线 PC 梁的疲劳性能，指出梁的疲劳破坏是由腐

验梁，S0 和 F0 均未发生锈蚀。设计了 2 种钢绞线锈

蚀钢绞线的疲劳断裂引起，试验梁的疲劳寿命随锈

断位置，其中，S1、F1 锈断位置在梁的端部，S2、

[10]

等人指出了锈

F2 锈断位置在各梁的 L/4 处。6 根 PC 梁截面尺寸为

蚀不仅降低钢绞线强度，同时也会降低钢绞线的疲

宽×高＝200 mm×350 mm，梁长 L=4.0 m，计算跨

蚀率的增加显著降低。Adasooriya
劳极限。Tran

[11]

等人研究发现钢绞线锈蚀会加速结
[12]

径 3.6 m。纵向受拉筋采用 3 根直径为 16 mm 的

总结了随机变幅疲劳荷

HRB400 钢筋，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分别为 452

载对钢绞线锈蚀 PC 梁的作用机理，提出了一种基

MPa 和 610 MPa。架立钢筋为 3 根直径 10 mm 的

于等损伤度的相对 Miner 准则模型，预测结构疲劳

HRB400 钢筋，箍筋为直径 8 mm 的 HPB300 钢筋，

寿命。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钢

箍筋间距在纯弯段为 100 mm，在弯剪段为 80 mm。

绞线均匀腐蚀后，结构的静载和疲劳性能对钢绞线

钢绞线公称直径为 15.2 mm，抗拉强度标准值为

局部锈蚀，尤其是局部锈断后结构的耐久性退化研

1 860 MPa，钢绞线张拉应力为 1 395 MPa，混凝土

究少见。因此，作者制作 6 根 PC 梁，对其中 4 根

实测抗压强度为 45.3 MPa。试验梁的尺寸和截面配

不同腐蚀位置的 PC 梁进行电化学加速锈蚀试验，

筋如图 1 所示。

并进行静载和疲劳性能试验，研究锈断发生后 PC

1.2

构疲劳损伤累积。冯秀峰

钢绞线局部锈蚀

梁的裂缝发展趋势，分析钢绞线局部锈断梁的疲劳

采用电化学加速锈蚀试验，获得试验梁的不同

寿命退化规律，可为 PC 梁的疲劳寿命评估提供

锈蚀程度和锈断位置。在拟定锈断位置处安装长度

借鉴。

为 20 cm 的锈蚀槽。采用免钉胶保证锈蚀槽与试验

(a) 横断面
图1
Fig. 1

(b) 纵断面

试验梁尺寸和配筋(单位：mm)

Dimens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 test beam (unit: mm)

梁的固定和防水。锈蚀槽内加入质量分数为 5%的

示。加载装置采用 MTS PMCS2.0 液压伺服试验机，

氯化钠溶液。直流电源正极连接钢绞线，负极连接

先对试验梁 S0～S2 进行静载试验，得到相应的开裂

溶液中的不锈钢板，形成闭合回路。为避免普通钢

荷载和极限荷载，分别取其极限荷载的 0.4 倍和 0.08

筋锈蚀，制作试验梁时，对普通钢筋涂环氧进行防

倍作为疲劳荷载上限值和下限值。静载试验结果和

锈处理。钢绞线的锈断标志为直流电源的电流读数

疲劳试验梁的荷载参数见表 1。静载试验后，对试

归零。锈蚀装置如图 2 所示。

验梁 F0～F2 进行疲劳性能试验，疲劳荷载采用频率

1.3

加载过程

为 2 Hz 的正弦波，加载波形如图 3 所示。疲劳循环

试验梁采用四点弯曲加载，纯弯段长度为 1.0

次数分别达 1、2、5、10、20、30、40、50、60、

m，采用百分表进行挠度测量，测点布置如图 1 所

70、80、90、100、120、140、160、180、200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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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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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锈蚀装置

Accelerated corrosion setup

时，停机进行静载试验，记录测点挠度和裂缝开展

差异，首条裂缝出现在钢绞线锈蚀断裂位置附近。

情况。若试验梁经受 200 万次疲劳后，仍未破坏，

这是由于 S2、F2 断裂位置距跨中较近，静载时梁体

对其进行逐级静载试验，直至破坏。

竖向截面受正弯矩的作用，在底部产生拉应力，拉

表1
Table 1

应力沿着端部向跨中方向增大，因钢绞线的断裂，

加载试验设计

在断裂区域附近的有效预应力大幅度减小，从而导

Design of loading test

致混凝土在锈蚀断裂区域中提前开裂。

梁号

锈蚀位置

开裂荷
载/kN

极限荷
载/kN

疲劳荷载
上限/kN

疲劳荷载
下限/kN

S0

未锈蚀−静载

32.0

237

－

－

F0

未锈蚀−疲劳

31.4

－

95

19

S1

端部锈断−静载

30.0

220

－

－

少，平均裂缝间距增大。疲劳循环 10 万次至 60 万

F1

端部锈断−疲劳

29.5

－

88

18

次时，试验梁 F1 无新增裂缝，裂缝延伸高度持续增

S2

L/4 处锈断−静载

30.0

174

－

－

加，在接近极限承载力时，主裂缝高度约延伸至 6/7

F2

L/4 处锈断−疲劳

29.3

－

70

14

的梁高处，主裂缝最大宽度达 5 cm，与未锈蚀梁

疲劳试验加载初期，疲劳试验梁裂缝发展较
快，与未锈蚀梁 F0 相比，试验梁 F1 的裂缝数量减

F0 相比，试验梁 F2 裂缝数量减少，裂缝集中分布
在断口两侧。疲劳过程中，断裂位置两侧裂缝延伸
高度在 40 万次疲劳周期内持续增加，其余裂缝延
伸高度在 20 万次疲劳周期后无明显变化。
2.2

荷载−挠度关系
试验梁 F0、F1、F2 经历不同疲劳循环荷载后的

跨中荷载−挠度曲线如图 5 所示。从图 5 中可以看
图3

加载波形

Fig. 3 Load oscillogram

出，未锈蚀试验梁挠度变化较为稳定，试验梁疲劳
寿命可达 200 万次。锈蚀梁的挠度增长呈三阶段变
化特征：前期快速增加，中期平稳发展，后期快速

2

结果与讨论

增长。对比了试验梁 F1、F2 和未锈蚀梁 F0 可知，
经历相同循环荷载后，锈断 PC 梁的跨中挠度明显

2.1

混凝土裂缝发展

大于未锈蚀梁的。以荷载 70 kN 为例，疲劳循环 40

静载试验梁 S0～S2 和疲劳试验梁 F0～F2 的裂

万次后，试验梁 F1、F2 的跨中挠度平均值分别比

缝扩展如图 4 所示。图 4 中，竖向裂缝旁数值表示

F0 增大了 19.05%、31.51%。表明：钢绞线锈蚀断

疲劳次数(单位：万次)。从图 4 中可以看出，由于

裂降低了 PC 梁的抗变形能力，疲劳荷载进一步加

钢绞线断裂位置不同，试验梁开裂位置存在差异。

速 了 结 构 的损 伤 累 积 过程 ， 导 致 结构 刚 度 显 著

试验梁 S1 和 F1 的开裂位置与未锈蚀梁 S0 和 F0 相似，

降低。

均出现在跨中纯弯段，主要原因是 S1 和 F1 的钢绞

对比钢绞线局部锈断梁 F1 和 F2 可知，梁 F2 的

线断裂位置在梁端，钢绞线断裂后，应力传递范围

初始挠度较大，前期挠度增长速度较快。这是因为

有限，预加力可继续生效，形成了二次锚固作用。

加载时梁的竖向截面产生正弯矩，梁底产生拉应

试验梁 S2 和 F2 的裂缝与其他试验梁存在较大

力，越靠近跨中，拉应力越大。试验梁 F2 锈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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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梁裂缝

Fig. 4 Crack of the test beam

(a) F0

(b) F1

图5

(c) F2
跨中挠度-荷载曲线

Fig. 5 Load-deflection curves at mid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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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主筋屈服，上缘混凝土压碎，试验梁完全破坏。
2.3

疲劳寿命
腐蚀加快了 PC 梁的疲劳损伤，导致其疲劳寿

命下降。试验梁 F0、F1 和 F2 的疲劳寿命见表 2。由
表 2 可知，锈断试验梁 F1 和 F2 的疲劳寿命分别比
试验梁 F0 下降了 69%和 74%。试验梁 F1 比 F2 经历
的疲劳循环次数更大，主要是由于梁 F1 在锈断位置
远离纯弯段，二次锚固形成了其先张梁的特性，一
图6

定程度上保证了试验梁 F1 的整体刚度。试验梁 F2

F0 梁 200 万次疲劳后荷载-挠度曲线

Fig. 6 Load-deflection curves of the F0 suffered by 2 million
fatigue cycles

的破坏形态如图 7 所示，试验梁的破坏始于锈断处
普通钢筋疲劳断裂，腐蚀区域附近受拉区的混凝土
发生剥落，不可恢复的受力裂缝已延伸至梁顶，受

靠近跨中，并产生了严重的裂缝破坏，其刚度退化

压区混凝土产生压碎现象。

更为明显。试验梁 F1 为端部锈断，距离跨中较远，

表2

二次锚固效应使得其受力本质上更接近于先张预

Table 2

应力混凝土梁，其刚度仍能保证。

试验梁破坏形式及疲劳寿命

Failure mode and fatigue life of test beam

梁号

锈断位置

疲劳寿命/万次

破坏形式

载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 6 中可以看出，未损伤试

F0

－

200.00

未破坏

验梁的静力破坏形式仍为典型的适筋梁破坏，临近

F1

端部

62.23

纯弯段普通钢筋疲劳断裂

破坏时，荷载值没有增长，跨中挠度持续增加，最

F2

L/4

52.18

锈断处普通钢筋疲劳断裂

试验梁 F0 经历 200 万次疲劳后的跨中挠度−荷

(a) 整体

(b) 局部
图7

Fig. 7

试验梁 F2 破坏形态

Failure mode of the test beam F2

循环后，锈断试验梁的跨中挠度较未锈蚀梁的增幅

3 结论

达 19.05%。
3) 当锈断位置处于梁端时，钢绞线与混凝土形

通过钢绞线锈断后预应力混凝土梁的静载和
疲劳性能试验，得到结论：
1) 未锈蚀 PC 梁具有较强的抵抗静载和疲劳能
力，钢绞线锈断后，PC 梁的承载能力显著降低，
疲劳寿命急剧下降。锈断 PC 梁在疲劳过程中产生
裂缝，平均间距较未锈蚀梁的有增加趋势。
2) 锈断试验梁的荷载−挠度发展具有 3 个阶段
的变化特征。荷载为 70 kN 时，经历 40 万次荷载

成二次锚固效应，使其受力本质上更接近于先张
梁，这对试验梁的刚度保证具有积极作用。试验梁
在 L/4 处锈断时，其破坏失效位置由跨中(静载)向
锈断处(疲劳)转移。
本研究通过电化学加速锈蚀试验，得到了钢绞
线锈断试验梁与实际中钢绞线自然腐蚀之间存在
的差异。但钢绞线发生多处锈断时，其疲劳退化过
程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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