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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混凝土坝抗震设计与计算中混凝土动态

弹性模量的合理取值

朱伯芳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8)

摘要：目前我国混凝土坝抗震设计与计算中，混凝土动态弹性模量取值偏小较多，其结果导致动态

变位和坝体自振周期偏大，而地震荷栽偏小。笔者给出了混凝土坝抗震设计和计算中混凝土动态弹性

模量的合理取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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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of concrete in the anti-earthquake design of concrete dams

ZHU Bo-fang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ring 100038，China)

Abstract：The value of the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of concrete adopted in the anti-earthquake design of concrete dams is too

low．As a result，the computed dynamic displacements and the natural periods of vibration are two hrge and the computed earth-

quake loads ale two low．It is suggested to compute the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of concrete by玩=rdEs，where Es is the instan-

taIleOllS elastic modulus of concrete and rd is acoefficient greater than 1．0。rd望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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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在混凝土坝抗震设计与计算中取混凝土

动态弹性模量为静态持续弹性模量的1．30倍，由于

静态持续弹性模量只有静态瞬时弹性模量的0．60倍，

因此混凝土动态弹性模量只有静态瞬态弹性模量的

1．3 X0．6=0．78倍，换言之，动态弹性模量比静态

弹性模量还小22％，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算例表明，混凝土动态弹性模量偏小较多，其结

果导致动态变位偏大约47％、大坝自振周期偏大约

21％、而地震荷载则偏小约19％，其影响相当显著。

2在静态荷载作用下混凝土的瞬时弹性模量

和持续弹性模量

设在龄期r施加荷载，混凝土受到单向应力盯(1-)

的作用，在加载的瞬时，产生的弹性应变为

￡斯)=舞 (1)

式中，E(f)为龄期下时混凝土的瞬时弹性模量。

在应力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延长，应

变不断增加，这一部分随着时间而增加的应变称为徐

变，可计算如下‘1，2】

占‘(t，r)=盯(_r)C(t，7) (2)

式中，C(t，丁)称为徐变度。

如图l所示，在龄期丁施加应力or(r)后，到时

间t的总应变是弹性应变占。(丁)与徐变占。(t，下)之

和．即

占(t，r)=占‘(丁)+8。(t，丁)

=器竹(椰(¨)
=or(r)J(t，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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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常态混凝土坝的静态瞬时弹性模量E及持续弹模比r=E／E

加载龄 龚嘴 大苦利 夏斯塔 俄马 菲利峡 蒙蒂塞洛 平均

期r E r1 r2 占 rl r2 E 1 r2 E 1 r2 E 1 r2 E rI r2 1 r2

28 d 27．2 0．493 O．468 24．5 0．520 0．44l 24．5 0．520 O．44l 31．4 0．563 O．53l 31．4 0．562 0．53l 24．5 O．520 0．481 0．530 0．482

90 d 32．2 O．514 0．484 28．4 O．621 0．55l 30．4 0．613 0．581 36．3 0．595 0．568 38．2 0．615 0．564 29．4 O．600 0．567 0．593 0．553

1正 36．4 O．534 0．50l 34．3 O．629 0．571 32．4 0．758 o．727 39．2 o．丘25 O．600 46．1 0．574 0．532 31．4 o．687 o．625 o．635 O．594

5住 38．2 0．555 0．521 36．3 0．676 0．649 ●一 40．2 0．683 0．658 50．O 0．627 0．588 33．3 0．677 0．647 0．644 O．612

注：rl一持载365 d的弹模比E。／E；r2～持载1 000 d的弹模比E／E，E单位为GPa。

其中 地r)2赤+c(￡，r) (4)

J(t，7)称为徐变柔量，其量纲为MPa～。徐变

柔量也可表示如下m㈡=掣 (5)

其中 击(t，r)=E(r)C(t，f)

=c(t，r)：[1／E(r)] (6)

咖(t，丁)称为徐变系数，它是徐变度C(t，r)与

弹性应变1／E(r)的比值。

以t矗1

图1 不同龄期加载时混凝土的徐变柔量

徐变柔量的倒教称为持续弹性模量(sustained

elastic modulus)或有效弹性模量(effective elastic mod—

ulus)，即Ee(¨)=志=端=丽‰ (7)

持续弹性模量与瞬时弹性模量的比值为

∞㈡=等=而b

致在l一2年左右，持载时间t一丁=∞。对于水荷

载，因坝高及坝体各部位浇筑混凝土时间不同及水

位的不同，加载龄期各部位不同，大致在1—5年

之间。在死水位以下，水荷载作用时间接近于无限

大。对于以发电为主的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的水

荷载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但校核洪水位则持续

时间较短，至于以供水为主的水库，则上游库水位

变化范围较大。

至于温度荷载，目前设计中考虑的主要有两种：

第一是封拱温度与坝体稳定温度之差，其加载龄期为

封拱龄期，大概在0．5—2年之间，持续时间为无限

大；第二是年变化温差，以一年为周期，周而复始，

循环变化。

对于常态混凝土坝，从表l可见，当加载龄期

r=90 d一5年、持荷时间t一下=365～1 000 d、持

续弹模比L=0．55～0．64时，实际工程设计中，取

L=0．60是合适的。

美国垦务局主编的“混凝土拱坝与重力坝设计准

则”p1建议通过试验求得混凝土的瞬时弹性模量和持

续弹性模量，后者的持载时间为1年和2年。在缺乏

试验资料时，建议取瞬时弹性模量E=34．5 MPa，持

续弹性模量E。=20．7 MPa，re=20．7／34．5=0．60。

对于碾压混凝土坝，因混凝土内水泥石含量较

低，徐变较小，持续弹模比略大，初步建议取L=

0．70—0．75。

从实测变位经过反分析求得的弹性模量，实际上

隐含了徐变的影响，因此它是持续弹性模量E。，而

不是瞬时弹性模量E。

=订百万品瓦可 (8) 3混凝土动态弹性模量

表1中列出了常态混凝土坝的静态瞬时弹性模量

E及持续弹模比re=E。(t，下)／E(r)。

从式(8)可知，影响持续弹性模量比L的因素主

要有3个：即混凝土性能，持荷时间t—r及加载龄

期r。对于坝体自重，设混凝土浇筑经历时间t。，自

重加载龄期实际为从r=O到r=t，，作为平均值，大

众所周知，加荷速率对混凝土强度和弹性模量有

重要影响，图2表示了加载速率对混凝土抗压强度与弹

性模量的影响HJ。混凝土试件为4,7．6 cm×15．2 cm，采

用两组试件，28 d龄期平均静态抗压强度．7：为：混

凝土A，．，：=18．3 MPa；混凝土B，．，：=46．7 MPa。从

图2可见，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都随着应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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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加大而增大，而抗压强度的增幅大于弹性模鼍的

增幅。图3表示了E。／E，与厶红的关系，其中玩、

E。分别为动态和静态弹性模量，而五、Z分别为动

态和静态抗压强度，从图3可见，相当于五／f,=1．3

时，E。／E，錾1．15。地震既可能发生在施工期，也

可能发生在运行期，由于施工期较短暂，而运行期

很长，抗震计算中一般应采用晚龄期的动态弹性模

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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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应变速率对混凝土抗压强度及弹性模量的影响

酱l寸

霭3 E／E5与f／f。甾j关系

4关于混凝土坝弹性模量合理取值的建议

对于不同的计算任务，应采用不同的混凝土弹性

模量。

4．1 混凝土坝施工期温度应力及全过程仿真计算

在进行施工期温度应力及全过程仿真计算时，应

采用静态瞬时弹性模量E(r)及徐变度C(t，r)，其

中E(r)计算如下

E(r)：掣 (9)
，‘T J

式中，f为混凝土龄期；E，为r一∞时的最终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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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E。和参数n均应通过试验求得，在缺乏

试验资料时。可取E，=35 MPa，n=5 d。

4．2混凝土坝运行期静态变位和应力计算

在进行运行期拱坝和重力坝常规的静态变位和应

力计算时，为了近似地考虑徐变影响，可采用持续弹

性模量E，如下

E。=reE。 (10)

持续弹模比L可用式(8)计算，在缺乏试验资料时，

可取t=0．60(常态混凝土)和L=0．70—0．75(碾压

混凝土)。

4．3混凝土坝抗震计算

在进行混凝土坝抗震计算时，应取动态弹性模量

B如下

Ed=rdE， (11)

式中，E为最终瞬时弹性模量；h为动态弹模比，

建议取动态弹模比“=1．15。

5混凝土坝抗震设计与计算中弹性模量取值

问题及其影响

如前所述，混凝土共有3个静态弹性模量：施

工期间随龄期而变化的瞬时弹性模量E(r)，运行

期最终静态瞬时弹性模量E．及近似考虑徐变影响的

运行期持续弹性模量E。=r,E，，对于常态混凝土，

r。兰0．60。混凝土坝抗震计算时，应采用动态弹性

模量E。=rnE，如式(11)，笔者初步建议取动态弹模

比乙=1．15。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 5073--1997)

第4．6．1条规定“⋯⋯混凝土动态强度和动态弹性模

量的标准值可较其静态标准值提高30％”"1。规范未

指明静态弹性模量是瞬时弹性模量E，还是持续弹性

模量E，目前混凝土坝抗震设计和抗震研究中，实

际上广泛采用持续弹性模量的1．30倍作为动态弹性

模量，即

Ed=1．3E。 (12)

由于持续弹性模量E=0．60E，，因此目前实际

采用的动态弹性模量为

E：=1．3×0．60E。=0．78E， (13)

即目前采用动态弹性模量E：反而比静态弹性模

量E小22％，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按照笔者的意

见，应取Ed=1．15E，，即

邑 k ，．．、

瓦2—1．3—0r LH，

如取=1．15，r。=0．60，,rd 则gd／E：=1．474，即

目前我国混凝土坝抗震设计和计算中采用的混凝土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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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模量偏小约47．4％。

动态弹性模量偏小47．4％，对抗震设计的影响

如下。

(1)由于变位与弹性模量成反比，故动态变位偏

大47．4％。

(2)坝的自振周期偏小。坝的自振周期r与动态

弹性模量的平方根成反比，即

Tocl／jEd (15)

动态弹性模量偏小47．4％，导致自振周期偏大

约21．4％。

(3)地震荷载偏小。设计反应谱计算如下‘51

a(T冲一阱9 (16)

由式(16)可知，自振周期r偏大，则地震荷载

偏小，设自振周期偏大21．4％，则地震荷载偏小约

19．1％。

由此可见，抗震计算中动态弹性模量取值偏小，

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持续弹性模量E。中包含了作用时间长达数年的

徐变变形，这种徐变是不可能进入动态反应中的，

因此，目前混凝土坝抗震设计、计算与科研中取混

凝土动态弹性模量为持续弹性模量的1．30倍显然

欠妥。

6结语

(1)混凝土坝在运行期有两个静态弹性模量，一

个静态瞬时弹性模量E。；另一个是近似考虑徐变影

响的持续弹性模量E。=r,E。，‘兰0．60。

(2)目前在混凝土坝抗震设计和计算中普遍采

用动态弹性模量E。=1．3E。，因持续弹性模量考虑

了作用时间长达数年的徐变变形，故E。=0．60E，，

按目前抗震设计中的算法，Ed=1．30×0．60E，，动

态弹性模量比静态瞬时弹性模量小22％，这显然欠

妥。

(3)笔者建议采用玩=raE，，其中E，为瞬时弹性

模量，k为动静弹模比，建议取h=1．15。

(4)算例表明，按照目前采用的算法，混凝土动

态弹性模量约偏小47％，其结果导致计算的动态变

位偏大47％、自振周期偏大约21％、地震荷载约偏

小19％，其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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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栖息环境。

从水面向水下观看，沉水植物如苦草、金鱼藻等

既净化了水质，又绿化了水体，由于这一良性的生态

系统发挥着作用，水显得无比清澈，透过水面可以看

到沉水植物在水中遥曳，青翠欲滴，形似飘带，成群

的鱼儿悠闲地畅游其中，在缓缓水流的中，时而追

逐，时而隐入水草之中，形成了自然和谐而又富有生

机的水底景观，不禁让人驻足观奇。

6结语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将自然的柔性水空间引入原本

规则、刚性的城市格局，将北京的城市轴线完美地消

融在自然山水体系之中，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撞击，在

龙形水系精神支柱的引领下，柔美、清澈的水带为奥

林匹克公园带来灵动，水面、水边、水中、水下千变

万化的景观使这里更显得庄严详和，而又生机勃勃，

波光潋滟，人声悠远，一卷独特亮丽的山水画卷已在

这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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