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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地面承受重型载荷研究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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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混凝土地面受到局部重型载荷作用，容易发生混凝土层碎裂，需要一种简单科学 的分析混凝土层强度的方法

去解决该类工程问题。 运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模拟混凝土 地面结构受力的方法，在软件模拟中通过 设 置 土 弹 簧 与 接 触 分
析，科学地分析混凝土层强度，为工程施工提供指导。 通过具体工程案例的计算，展示该类型问题的具体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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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厂房模块化可以简化厂房安装流程，方便厂房运输迁徙，具有投资低、风险小、机动灵活等特点，从而得
到广泛运用。模块化厂房支撑立柱与地面通过垫板传递载荷，因此厂房承受的重型设备以及可能面临的积
雪载荷将从支撑立柱传递到垫板，再施加到厂区地面上。这时，厂区混凝土地面能否承受该载荷，保证不开
裂，是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
有限元方法模拟混凝土地面结构受力有助于科学合理、省时省力地分析地面承载能力，[1-5]但是如何根
据地质结构设置合理的参数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此外，由于要模拟所有地层结构，建模工作量庞大，模
型精度受地质参数设置影响较大。模型施加载荷也是按照均布载荷施加，与实际情况有差别。本文将以某施
工场地混凝土地面为例，依据现场实测地质数据，运用有限元方法部分模拟地质结构（缺失结构用土弹簧模
拟），运用接触分析，模拟地面真实受力以及层层之间传力效果，
确保工程安全。
1 地质力学参数
混凝土材料抗压不抗拉，它的抗拉强度一般只有抗压强度的十分之一，即混凝土材料的抗拉许用应力
往往比抗压许用应力低很多。例如混凝土 C30，其中 30 指的是抗压强度，其每立方体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为
30~35 MPa，
而该型号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只有 3 Mpa 左右。在土木工程中，混凝土材料往往用作支撑结构，只
抗压，如果涉及抗拉的横梁，
就需要在混凝土中加钢筋，以提升结构的抗拉能力。
本文设定土层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混凝土、碎石、填土、粉土夹粉质黏土、淤泥质粉质黏土、粉土夹粉
砂。混凝土地面承受重型载荷，表面上看是受压，只需要关注压应力，但是考虑到混凝土路面的混凝土层往
往只有几十厘米，且混凝土层下端的碎石层、填土层、黏土层等没有足够的硬度，不能有效限制混凝土变形，
所以局部混凝土材料的底部会出现一定的拉应力，犹如两端受约束的梁承受垂直向下的载荷，在梁的下端
会出现拉应力一样。所以运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混凝土块进行计算，尤其要关注混凝土层下端的应力情况。
混凝土块下端的碎石层是比较松散的地质结构，力学参数变化较大，只能用近似数值替代，其杨氏模量
大约为 100~200 Mpa，
泊松比为 0.15~0.2。[6]142 碎石层下端还有填土、粉土等层的托举，鉴于这些土层本来就
是松散结构，
不容易损坏，因此其相应的应力状态不需要太多关注。类似的碎石层本来也属于不需要关注的
层，一般可以用弹性约束模拟该层的力学效果，但是由于它紧挨着混凝土层，如果计算分析时只模拟混凝土
层，其底部用弹性约束支撑，那么考虑到约束对混凝土层底部施加的是点力，可能会对混凝土结构的应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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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产生影响。所以在本文类似的案例中，碎石层在有限元模型中以结构块的形式出现，其下端的这些层
统一用弹性约束模拟替代。
2 弹性约束（土弹簧）设置
Ansys 软件中施加弹性约束无法选择面弹性约束，对于本文类似案例一般处理的方法为采取多个点弹
性约束共同作用，
近似模拟面弹性约束。在该软件中，点弹性约束是通过弹簧单元模拟的，俗称土弹簧。具体
方法为在需要约束界面的底部（碎石层底部）先划分网格，生成一个个节点（网格数量尽量多一些，确保土弹
簧数量），然后在每一个底部节点向下建立一个弹簧单元，弹簧长度随意，需要注意的是弹簧长度上只能划
分一个单元，
否则无法进行计算。
根据模拟土层的刚度来设置弹簧的刚度，其实就是让弹簧受力变形近似等于模拟地层的变形。考虑到
本案例中地面受到集中力的作用，根据圣维南原理，力的形式不同（例如点载荷和线载荷的区别）只影响施
加载荷的临近区域，即对于远离加载位置的地层，可以认为是受到均布载荷的作用，发生整体下沉变形，这
样的效果对于计算混凝土层的强度计算没有影响，所以弹簧刚度的设置只需要考虑碎石层往下一两层土壤
（岩石）的刚度即可。例如，弹簧单元模拟地层的杨氏模量为 E，地块面积为 S，弹簧数量为 N，模拟土壤的厚
度为 L，则弹簧单元的刚度为 SE/NL。
3

接触分析

厂房立柱垫板与地面一般不存在焊接或者铆接等固定形式，仅仅依靠巨大的压力贴合在一起。同样，
混
凝土层与碎石层的连接也是一种松散的承压形式，这就决定了运用有限元软件模拟这些结构时就需要体现
它们承压不承拉的特点，所以在立柱垫板与混凝土的接触面，以及混凝土与碎石层的接触面都设置接触分
析选项。
接触问题是强非线性问题，因为随着接触状态的变化，接触表面的法向和切向刚度都有显著变化，刚度
方面大的突变通常会导致严重的收敛困难[7]。实际接触体相互不穿透，因此，程序必须在这两个面间建立一
种关系，防止它们在有限元分析中相互穿过。为此，用一个接触“弹簧”在两个面间建立关系，这个弹簧刚度
称为罚函数或者接触刚度。当接触面分开时，弹簧不起作用；当开始穿透时，弹簧起作用。理论上，罚函数数
值越大，计算精度越高，计算时间变长，但是刚度太大，通常会导致收敛振荡，并且常会发散。所以罚函数是
影响精度和收敛行为的重要参数，
建议对于接触中的大块实体，系数取 1.0 左右，对于柔性较大的部件，系数
取 0.1 左右。
大多接触问题包含摩擦问题。摩擦直接关系变形过程中能量的耗散，影响结果收敛的时间与非线性计
算中每步加载的准确性，影响计算精度。因此，软件中相应摩擦系数的设定力求合理，使该分析收敛不能太
快，
从而影响计算精度，同时也不能太慢，导致计算时间过长或者不收敛。
接触问题通常分为两类，即刚性体-柔性体接触与柔性体-柔性体接触。刚性体-柔性体接触中，一个或
多个接触表面看作刚性体（一个表面与其他表面相比，刚度显然要大得多），软件将不计算刚性体内的应力。
通过指定目标面和接触面，可以减少不能识别的穿透，对于刚性体-柔性体接触，目标面和接触面的选择是
不能改变的，刚性面总是目标面。对于柔性体-柔性体接触，
通过使接触点数达到最大可以获得较好的精度。
当指定其接触面和目标面时，
将更硬的面设置成目标面，且目标面网格比接触面网格粗。
4 计算实例
以某地某化工厂为例，厂房立柱可能对混凝土地面产生损害，需要进行大载荷作用下混凝土地面承载
能力计算分析。该厂区地面参数：地表为混凝土层，用 C30 混凝土浇筑，层厚 0.3~0.35 m；下层为碎石垫层，
主要为碎石，层厚 0.3~0.6 m；再下层为填土，低压缩性，力学性能好；填土以下依次还有粉土夹粉质黏土，中
等偏高压缩性；淤泥质粉质黏土，中压缩性，力学性能较差；粉土夹粉砂，中等压缩性，力学性质一般。该厂钢
结构厂房某处立柱对地面有强力载荷 367.45 kN（考虑各种环境载荷、安全系数），载荷面积 0.4 × 0.4 m，等
效压力载荷 2 296 875 Pa。
运用有限元软件对厂房立柱下方的垫板（2 m × 0.8 m）、地面地质结构（2 m × 4 m）进行建模，模型如图
1 所示；对垫板、
混凝土地面、碎石层用块（Block，
solid185 单元）进行模拟，材料参数设置如表 1 所示。碎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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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其他层用弹性约束（土弹簧，combin14 单元）模拟，弹簧位于碎石层底部每一个节点处。碎石层以下土
层的杨氏模量大小不一，很难准确界定数值，建议使用 35 Mpa 作为计算参考，为兼顾每根弹簧承载的面积
（总受力面积除以弹簧数）以及模拟弹簧的长度（随意），
设置弹簧的刚度为 5.286 × 106 N/m。
垫板
混凝土层

碎石层

土弹簧

图1

Ansys 有限元分析模型
表1

相关材料参数

项目

结构钢（垫板）

C30 混凝土

碎石层

杨氏模量/GPa

210

51.5

7.5

泊松比

0.3

屈服极限/Mpa

235

0.21
20（压应力）
2（拉应力）

0.2
-

在层与层的交界处设置接触分析参数。垫板底部与碎石层顶部设置成接触面，混凝土层顶部与混凝土
层底部设置成目标面，罚函数取 1.0，根据收敛情况适当设置摩擦系数，建议取 0.2~0.3。
最后，在弹簧底部设置简支约束，必要时可以在垫板、混凝土以及碎石层边缘施加对称约束，限制刚体
平移。这是由于计算敏感区域在混凝土底部靠中间的位置，该对称约束对最终计算结果影响很小，
且对收敛
有帮助。
垫板材质为结构钢，受到混凝土层良好的支撑，只受压，若混凝土层不损坏，则不存在屈服破坏的风险，
所以垫板的应力状况可以忽略。碎石层虽然从整体上看存在一定的拉压应力，但由于结构松散，不容易出现
屈服破坏，
所以同样该层应力也不予考虑。有限元计算结果只需要关注混凝土层的应力状况，特别是混凝土
层底部受到拉应力的部分。
经过计算分析，
软件计算结果收敛情况良好。模型的计算变形如图 2 所示，
结构整体最大沉降为 0.414 mm
（4 m 跨距），
满足预期。混凝土层应力图如图 3 所示，上表面出现最大压应力 1.23 Mpa，下表面出现预想的最
大拉应力 1.75 Mpa，均低于许可值 1.8 Mpa。鉴于计算变形较小，混凝土层最大拉应力低于标准值，
所以可以
认定混凝土层在该重型载荷下不会断裂。

图2

结构变形图

景磊：混凝土地面承受重型载荷研究

第4期

（a）上表面

（b）下表面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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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层应力图

结束语

混凝土地面模拟面积的大小可能会对最终的分析结果有一定影响，需要进一步论证，选择合适的计算
面积。如果存在混凝土伸缩缝，建议选择该缝作为模型的边界。计算模型网格大小的选取会影响底部弹簧设
置的数量，
弹簧越多，模型变形越真实，与真实情况就越接近。但网格过密会增加建模负担和计算时间，
所以
需要选择不同网格尺寸。因此，如何选择合理的网格尺寸，将是今后需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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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earing Heavy Loads on Concrete Floor
JING Lei
(School of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Jiangsu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 The concrete floor is subjected to local heavy loads, and the concrete layer is prone to cracking.
A simple and scientific method of analyzing the strength of the concrete layer is needed to solve such engineering
problems.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is applied to simulate the force of the concrete ground structure. In
the software simulation, the soil spring and contact analysis are set to scientifically analyze the strength of the
concrete lay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specific engineering
cases, the specific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is type’s problem is shown.
Key words: concrete; soil spring; contact analysi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