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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科方向 

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利水电工程开发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水

电开发程度均超过 70%，现阶段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在役大坝的安全评估、寿命预测、风险分

析与管理、溃坝的风险预测与评估等[1,2]。水工混凝土结构的检测技术与方法涉及到声波、弹性

波、电磁学、CT 技术、代数重建技术(ART)、图像学技术等，水工结构的安全评估则涉及到弹

性力学、塑性力学、损伤力学、数值计算、模糊数学、神经网络、基于知识的专家系统、工程地

质等。因此，水工混凝土结构的检测与评估已成为一门紧密结合水利水电工程实践、交叉性很强

的综合应用学科领域，近年来已引起了世界多个发达国家的重视，并被列入优先发展的研究领域

和优先培育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因此，如何通过一定的检测手段来判断和评估结构的健康状况、

安全水平及预测剩余寿命是当前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热点。 

2 调研背景概述 

目前，全国已建成水库 98002 座，其中坝高 15m 以上的大坝 25000 余座，建成大中型水闸

近 4000 座及其它众多的水工建筑物。在已建的大坝及水闸中，混凝土建筑物数量众多，混凝土

建筑物的安全和耐久性影响着枢纽工程的安全。因此，迫切需要对服役水工混凝土建筑物的运行

状况、结构性态等进行检测与监测，探清其存在的安全隐患及缺陷，正确分析缺陷的成因，对大

坝等结构的安全状况予以评估，为工程的安全和持久的运用提供技术支撑。 

近年来，国际上对大坝的老化、安全评估、修复及风险分析与管理给予了高度重视，国际大

坝会议多次将其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交流[3~7]。过去我国较多关注大坝等水工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和

施工质量，对在役大坝等水工混凝土建筑物的老化与病变机理、诊断与安全保障技术的研究方面

则相对落后。随着建于上世纪 50~70 年代水工工程运行年限的延长，工程的老化病害不断加剧，

对工程安全的影响和效益的发挥影响越来越大。水工混凝土建筑物老化的性状、老化的过程及寿

命预测、老坝的安全评估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8~10]。 

在水工混凝土建筑物混凝土质量与老化性状的检测方面，目前国内广泛开展的工作包括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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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强度、内部质量均匀性、混凝土内部缺陷、裂缝深度、混凝土碳化深度、钢筋保护层厚度、

钢筋锈蚀及混凝土耐久性的检测，特殊情况下，还进行混凝土弹性模量、抗拉强度、极限拉伸等

力学性能的检测及混凝土结构脱空的检测等。这些检测的方法大多已列入规范[11]，并在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的质量控制方面和对混凝土建筑老化病害的检测与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

检测方法在应用中存在着检测范围有限、检测精度不高和检测效率低等问题，不能满足评估水工

混凝土建筑物老化病害状态和程度、从而评估结构安全水平的需要。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特别是检测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图像技术的耦合，国际上新的混凝土结构无损检测手段

和检测方法不断涌现，我国的技术人员在不断地的学习、引进和吸收，以期不断提高我国水工混

凝土结构的检测技术和水平。 

水工混凝土建筑物的安全评估贯穿于结构的设计、施工及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在施工阶段，

当工程的地质条件、材料强度、施工质量等与设计要求不同时，对这些条件的改变是否影响结构

的安全需进行必要的评估；在运行期，每隔一段时间，要根据对建筑物状况检测的成果结合建筑

物的运行条件等实际情况对建筑物的安全性进行评估。 

服役水工混凝土建筑的安全评估包括进行正常使用性评估、安全性评估、耐久性评估等 3

个方面。安全性评估是对结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评估，即对结构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状态的

评估；正常使用性评估是对水工结构特别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评估，即对结构

构件达到正常使用的某项规定的限值的评估；结构耐久性指结构抵抗老化的能力。老化是指随着

时间的推移，材料因物理过程（如混凝土开裂、磨损、冻融循环等）、化学过程（如混凝土碳化、

钢材锈蚀等）导致的性能劣化。水工结构耐久性评估指对结构构件的某项耐久性指标规定的限值

的评估。 

对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目前安全性评估的通常做法是采用现行的规程规范进行复核验算，

这样的评估不能反映建筑物真实的应力状态。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评估涉及因素众多，

对单因素的评估有些规程规定[12]，但缺乏综合因素的耐久性安全评估的方法，需借鉴国内其它

行业的有关成果[13]和国外的成果逐步建立。 

对混凝土大坝的安全评估，国内高度重视。混凝土坝的安全评估涉及因素众多，包括设计因

素、施工质量、运行条件、地质条件、基础处理情况、老化病害程度、地震等。问题很复杂，研

究方法与手段众多。我国在水工程结构性态和病变机理分析与模拟的理论与数值分析的研究方

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常用的研究方法是在监测与检测及室内外试验成果的基础上，采用

弹性力学、断裂力学、损伤力学、强度理论、仿真分析与反分析等方法对混凝土大坝的结构性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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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状况进行分析与评估，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4~17]，基于并行计算的大规模结构分析技术和

虚拟现实等图像技术也开始了应用。 

综上所述，我国在水工混凝土结构的检测技术和安全评估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但在某些方面，如新检测方法与设备的开发、大坝的安全耐久性评估、大坝的风险分析与控制等，

尚有一定的差距。为在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检测与监测、试验等方面开展水工混凝土结构病变

机理分析与安全评估的自主创新研究，促进我国水工程安全技术的进步，有必要全面了解在这些

方面国际上的发展状况及其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以期为我所借鉴。 

本次调研材料的主要来源如下： 

（1） Proceedings of ICOLD. 

（2） Journal of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Design 

（3） ACI Materials Journal 

（4） 2000 Annual Book of ASTM Standards 

（5） Journal of NDT&E International 

（6）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7） Journal of Cement and concrete research 

（8） Journal of Corrosion science 

（9） Journal of Computer & Structures 

（10） Magazine of Concrete Research 

（11）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12） ASCE(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mputing in 

Civil Engineering; 20070724-27; Pittsburgh, PA(US) 

（13） ACI Structural Journal 

（14） Journal of Materials in Civil Engineering 

（15） Journal of Bioscience 

（16） US Society for dams & Acres International [C] 

（17） 大坝与安全 

（18） 工程力学 

（19） 水利水电技术 

（20） 中国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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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路交通技术 

（22） 铁道建设 

（23） 工程质量 

（24）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5） 大坝观测与土工测试 

（26） 仪器仪表学报 

（27） 声学技术 

（28） 水力发电技术 

（29） 人民长江 

（30）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31） 水利学报 

（32） 计算力学学报 

（33）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34）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35） 水电能源科学 

（36） 水力发电学报 

（37）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 

（38） 国内会议论文集及博士、硕士论文等。 

3 当前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3.1 本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和值得关注点 

水工混凝土结构的老化病害及缺陷检测的检测技术及检测设备不断发展。针对钢筋混凝土结

构，检测主要的关注点为钢筋锈蚀程度、混凝土强度及侵蚀性介质的侵蚀；对大体积混凝土结构，

如大坝，重点关注的是混凝土强度、深层裂缝深度及发展趋势、混凝土内部的缺陷等。这些方面

不仅仅是涉及到结构耐久性的问题，主要是关系到结构的承载能力。下面重点介绍这些方面的研

究进展情况。 

3.1.1 混凝土坝裂缝的检测 

混凝土坝的裂缝普遍存在，几乎是无坝不裂。严重裂缝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影响结构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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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还会引起渗漏等，因此，工程界对混凝土裂缝、特别是混凝土坝的深层裂缝非常重视。裂

缝的检测包括裂缝的分布、走向、宽度及深度，其中裂缝的深度对工程安全影响较大，且检测困

难。 

混凝土坝的裂缝检测目前国内外主要采取钻孔取芯结合无损检测的方式进行，钻孔取芯是最

直观、最有效的方法，检测时沿裂缝骑缝钻孔取芯、压风、注水、孔内电视录像、物探，追踪裂

缝的发展。取芯法检测裂缝深度及发展对结构破坏较大，且费时费力，另外，需要在相邻钻孔之

间对裂缝的性态进行推断。混凝土裂缝的无损检测方法有超声波法、表面波法、声波、物探方法

等。无损检测方法的特点是快速、方便、省事省力，对结构不造成损伤，但无损检测的结果受钢

筋、缝内填充物、缝内干湿状况等的影响，因此，目前还无法完全依靠无损检测的手段检测混凝

土坝的深层裂缝。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内外仍将采取钻孔取芯结合无损检测的方式检测混凝土

大坝的深层裂缝，但随着无损检测技术和设备的发展，钻孔取芯的数量将不断减少。 

在国际上近期发表的刊物中，有 4 篇文章涉及到混凝土裂缝的检测[18~21]。Ichiro Komura[18]

采用相控天线超声和电磁技术检测核电站混凝土壳的裂缝，相对于传统的超声波技术，该方法采

用具有 256 相的天线超声技术，被测区域具有更好的射束转向和聚焦（beam steering and focusing），

实时形成光束扫描图像，而不是进行机械扫描（mechanical scanning），裂缝测量速度更快速、精

度更高。M. Goktepe[19]采用巨型磁阻传感器（giant magnetoimpedance）无损测量裂缝深度。堤知

明、吴家晔[20]提出了一种基于弹性波的混凝土裂缝的无损检测技术，该方法也简称为瞬态表面

波法，该方法除了利用弹性波的传播时间外，更重要的是有效的利用了瑞利波的衰减特性，并采

用了特殊的误差处理技术，大大地提高了测试范围和测试精度。作为 McGill 大学与 Quebec 电

力研究机构的(IREQ)长期研究项目，Guevremont, Philippe Gregory（Canada）[21]提出小型地震反

射系统（MSR 冲击回波）的理论和实践方法，通过一个检测面的检测能评估出裂缝的剖面和混

凝土质量，主要用于检测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在某混凝土重力坝上进行了试验检验。Jason 

D[22]比较了采用非线性超声试验方法与 ASTM 试验方法在检测混凝土早期损伤方面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表明非线性超声方法在发现混凝土早期损伤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无损方法。 

在国内混凝土裂缝深度的无损检测中，超声波法是最早应用，目前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方法，

在国内有关规范中[11]作为混凝土裂缝深度的检测方法。超声波检测裂缝深度有平测法、对测法、

斜测法及钻孔测法。平测法适用于只有一个检测面，对、斜测法测量混凝土裂缝深度适用于有条

件开展两面对测或可钻孔对测的混凝土建筑物。对于有条件两面相对测的结构，如梁、墩、墙体，

可采用两面斜测法，对于没有条件两面对测但可钻孔对侧的结构，如坝体、底板、廊道等，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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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钻孔对测法。肖国力[23]在水东大坝坝顶裂缝检测中，采用超声波平测法、钻孔对测法，结合

孔内压水试验和孔内电视，进行了裂缝深度检测，检测的代表性裂缝的深度为 3.8m、3.1m及 4.6m，

检测的另一条裂缝的深度大于 5.0m。 

影响超声波检测混凝土裂缝深度精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裂缝内充有水或其它杂质，

裂缝基本处于闭合状态；另一因素是缝内有钢筋穿过。这样脉冲波经缝内杂质或钢筋耦合后直接

穿过裂缝到达接收换能口，因此，采用超声波法测量具有这两种情况的裂缝深度时其结果会有一

定的偏差，对于充分水饱和的裂缝，超声波测试甚至是无效的。 

表面波法是国内近年来开发的检测混凝土裂缝深度的一种方法。表面波是指介质表面受到冲

击时产生的沿介质表面传播的弹性波，也称瑞利波（Rayleigh Wave）或 R 波。在理想半无限弹

性体表面点震源发振时，所产生的各成分弹性波的分配比率大概是 P 波(纵波)7％，S 波(横波或

剪切波)26％，R 波（瑞利波）67％。R 波能量最大，相比 P 波和 S 波，R 波的衰减要小得多。

吕小彬[24]、刘锋[25]对该法进行了研究，采用该法检测了国内几个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裂缝的深

度。该方法的测试原理是打击锤在结构物上激振产生的弹性波传播时，经过裂缝尖端衍射通过，

通过测试衍射波在裂缝左右能量的衰减大小来确定裂缝的深度。能量衰减越大，裂缝深度越大。

瞬态表面波法检测混凝土裂缝深度一般在 2m 以内。 

姚成林、张震夏[26]开发的单脉冲表面波法（稳态表面波法）检测混凝土裂缝的技术，该法

既能检测开口缝，也能检测平面接合缝（裂缝在混凝土内部，与混凝土表面平行或近似平行）。

与传统的超声纵波散射法相比，应用表面波检测混凝土裂缝深度具有一系列的优越性。检测深度

大大提高；检测结果不受缝中有水及其它充填物的影响；可以检测各种不同类型的缝。和瞬态面

波相比，采用可控震源及单频脉冲波，检测精度大大提高。该种方法已在丰满水电站[27]、陈村

水电站[28]等混凝土坝的裂缝检测中得到成功应用，检测的裂缝深度为 3.7~7.0m。 

国内近年来亦采用物探方法检测混凝土坝的裂缝深度，声波穿透法是主要采用方法。声波穿

透法是采用脉冲波在同等混凝土中的传播，测试声波在混凝土中的波速，首波振幅和频率等声学

参数的相对变化，通过其参数的变化来判断混凝土中的裂缝等缺陷及发展的部位。扬正刚[29]研

究了采用声波穿透法检测大坝裂缝深度及分布的方法，包括检测布置、检测中声波波速、波幅和

声波频率的判断问题，并结合四川武都水库大坝震后裂缝的深度进行了检测。采用声波穿透法检

测裂缝深度时钻孔的布置与超声钻孔对测法有些类似，声波穿透钻孔间距宜小于 1.5m，否则声

波波速对裂缝不敏感。丹江口大坝加高前在对老坝裂缝的检查中[30]，对深度大于 4m 的裂缝，亦

采用声波穿透与孔内电视相结合的方式检测裂缝的深度与分布。声波孔直径一般为 76mm，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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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在孔内同高程安设声波发射和接收探头，采用专门设备进行裂缝检测。对于坝体深部裂缝，

为观察检查孔内揭示的裂缝状况，采用孔内电视方法探测裂缝深度及宽度，孔内电视检查孔孔径

一般为 91～150mm。 

混凝土坝上游面的裂缝对大坝的安全影响较大，其裂缝深度的检测更有意义。水下裂缝的检

测一般选择在枯水期降低水位时进行。但对有些工程，无法通过降低库水位实施检测，检测只能

在水下进行。水下检测难度较大，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通过人工检测配合水下摄像的方式检测裂

缝的位置、长度等，裂缝深度检测国内外尚无成熟可靠的方法，一般通过上游面裂缝的分布特征、

廊道渗水析钙等情况及排水孔渗水情况判断裂缝的发展深度。在近期外文文献中，未看到有关的

研究成果。张震夏[31]提出了水下裂缝深度的检测方法，该方法采用横波 VSP 法检测，研究了用

横波检测水平裂缝的机理，证明了用横波检测比用纵坡检测明显提高分辨率，再与 VSP 结合即

可检测混凝土坝上游面的水下裂缝。研发了电火花声波检测系统，该系统发射头能同时发射 P

波及 SV 波。应用此声波系统在丰满大坝上进行了试验性检测，检测出三条水平裂缝的深度分别

为 8m、3.7m 及 4m。此系统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声波发射频率较低，需进一步提高声波震源的发

射频率。 

三峡大学的王健[32]在其硕士论文中亦研究了基于图像处理的混凝土坝水下表面裂缝检测技

术。水下图像具有低对比度和成像质量差的特点，欲从水下图像中准确获得混凝土坝水下表面裂

缝信息，需要开发满足水下环境的图像去噪-增强-分割-裂缝识别算法。通过研发，开发了一种开

关自适应加权滤波算法，具有更好的去噪和保护图像细节的能力；改进了一种巴特沃兹同态滤波

增强算法，能有效地提高图像对比度；开发了一种多结构多尺度形态学边缘检测方法，检测的边

缘信息更多且更连续；提出了一种裂缝识别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裂缝识别率可以达到 

98.3%，裂缝识别效果比较好。该种方法主要是检测与识别大坝上游面水下裂缝，但无法检测裂

缝的深度。 

综上所述，混凝土坝裂缝深度的检测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将采用无损检测与钻孔检测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今后关注的重点和研发方向是改进无损检测的技术，完善设备，提高混凝土坝裂缝深

度检测的精度和适应性；另外，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混凝土坝水下裂缝检测的技术，并争取通过实

际工程中应用进行检验。 

3.1.2 混凝土强度和内部质量的检测 

对服役大坝等混凝土结构，其安全评估的基础是了解混凝土的强度、内部质量状况。对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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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强度与质量状况的检测最早采用取芯的方法，对钻取的芯样开展抗压、抗拉及弹性模量等试验。

目前，钻芯法检测混凝土的强度仍是工程上最常用的方法，丹江口大坝的质量检测（2010）[30]

及陈村拱坝的质量检测（2005）[28]均大量采取钻孔取芯的方式评估混凝土的强度和内部质量。

钻孔取芯法虽可准确、直观检测混凝土的强度及质量状况，但毕竟是点的检测，且对坝体造成损

伤，不宜取芯太多，因此难以对大坝全面的质量（强度及内部缺陷）进行检测与评估。随着检测

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未来大坝混凝土全面的质量检测与评定将更多依据无损检测技术。 

对国际文献进行检索，关于混凝土质量检测所收集到的文献有 7 篇，发表时间集中于 2000

年~2005 年，涉及的检测技术有：利用剪切波的反射方法监控 Portland 水泥砂浆的特性[33]，采用

超声波反射技术研究温度对水泥基材料强度评估的影响[34]，Hoi-Keun Lee[35]采用冲击回波的方法

研究普通混凝土和高强混凝土早龄期的强度，通过对不同水灰比（0.27~0.58）混凝土试验进行抗

压强度试验和采用冲击回波的方式测试波速，根据试验结果，提出了考虑水灰比影响及养护龄期

的混凝土波速与强度的关系，孙其臣与吕小斌[43]开展了类似的工作，采用不同的骨料级配及水

灰比进行试验，建立了混凝土强度与冲击弹性波波速之间的关系。文献[36]通过试验建立了预测

混凝土脉冲波速的数学模型，试验中考虑了骨料含量及水灰比的变化，分析了配合比及水泥石、

砂浆及骨料脉冲波速对混凝土波速的影响。文献[37,39]论述冲击回波法检测的基本方法，Yu-Feng 

Lin[38]采用冲击回波的方法评估钢筋混凝土中钢筋与混凝土界面的粘结强度，试验中制备了 5 种

不同粘结情况的试件，首先采用冲击回波试验无损评估钢筋-混凝土的粘结，然后通过荷载试验

确定试验的粘结强度，试验结果表明钢筋与混凝土界面正常与非正常粘结情况时冲击回波的相应

有很大差异，冲击回波技术能定量的检测钢筋与混凝土界面间的破坏情况。Takeshi Watanabe[40]

则论述了采用冲击回波法检测混凝土板内的孔洞。我国近年来对采用冲击回波法检测混凝土的质

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献[44~46]采用冲击回波法检测了预应力孔道灌浆的质量，徐教宇[47]采用

冲击回波法检测地下连续梁的厚度及成墙质量。冲击回波法主要用于检测非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

厚度及内部质量，对大坝等不适用。 

文献[41,42]则采用地质雷达 CT 检测大坝隐患。探地雷达是利用高频电磁脉冲波的反射原理来

探测地下目的物及地质现象，国内地质雷达检测主要采用反射成像方法，而 CT 方法还处于研究

之中。国外已经开始将地质雷达 CT 用于大坝隐患检测[34,35]。地质雷达 CT 发射高频电磁波，高

频电磁波在介质中衰减较快，尤其是当介质含水率较高时，其衰减非常快，因而地质雷达 CT 的

探测距离有限。探地雷达的成像方法也可分为基于射线理论的图像重建技术和基于波动方程反演

的散射（或衍射）图像重建技术。由于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非常复杂，目前，人们主要采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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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理论进行图像重建。地质雷达 CT 以振幅反演成像为主，辅之以走时反演成像。地质雷达 CT

的分辨率较高，但是，电磁波的相关物理量不能与大坝材料强度等物理量直接建立起关系，因而，

探地雷达 CT 仅可探测其内部的空洞、蜂窝等，不能直接用于检测大坝材料强度较低的区域。高

频电磁波的衰减系数和速度不仅与材料特性相关，而且受材料含水率的影响很大。材料含水率较

小的变化，能引起电磁波衰减系数和波速较大的变化。因而，可以将地质雷达 CT 用于大坝坝体

及坝基渗漏、破碎带和裂隙发育程度等检测。 

超声法亦用于检测混凝土强度与内部质量，已列入规程规范[48]，超声波（≥20kHz）可得到

较高的分辨率，但高频衰减严重，传播距离受到限制，为提高传播距离而加大功率，又会引起余

振加大，造成首波难以读取，因此，对大体积混凝土如大坝等的检测，常规的超声波检测方法无

法应用。陈卫宏[49]将超声波速度层析成像技术应用于混凝土内部缺陷检测中，论证了超声波技

术在缺陷检测中的可行性。王浩全[50]针对超声波在混凝土检测中存在的问题，采用了一种新的

超声 CT 阵列检测方法。在研究超声在混凝土中传播特性的基础上，将射线追踪算法引入到层析

成像中，对线阵式 SIRT 重建算法进行了改进，实现了环绕面阵式 SIRT 算法重建.通过数值仿真

表明：采用上述方法能够明显改善层析成像效果。 

近年来国内外广泛开展 CT（Computerized Tomography）检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CT 检测技

术是指在不破坏物体结构的前提下，根据在物体周边所获取的某种物理量（如波速、X 线光强）

的一维投影数据，运用一定的数学方法，通过计算机处理，重建物体特定层面上的二维图像，并

依据一系列二维图像构成三维图像的技术。它可以定量地反映出物体内部材料性质分布的结构图

像[52]。大坝 CT 是利用某种波在坝体中传播的若干条射线束，在探测区内部构成切面，根据切面

上每条穿过探测区的波初至信号，利用计算机进行数学方法处理，重建探测区大坝混凝土弹模分

布或强度分布，以定量地反映坝体混凝土材料性质的分布情况和老化、病害及缺陷部位，达到大

坝检测的目的[54]。根据 CT 的物理原理分类，可将大坝 CT 分为大坝弹性波 CT、电磁波 CT[55,59]。

弹性波 CT 相对较成熟，20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率先将弹性波 CT 技术用于大坝性态诊断，目

前已完成一百多座大坝的 CT 成像，初步建立了大坝 CT 体系。日本、美国等也开展了大坝 CT

的研究。我国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坝 CT 的研究，并对丰满大坝进行了实验性 CT 诊断。大坝弹

性波 CT 目前仍处于研究开发的初期，在实际工程应用进行实验性应用。电磁波 CT 包括大坝地

质雷达 CT 和大坝常规电磁波 CT，常规电磁波 CT 与大坝地质雷达 CT 的区别主要是检测设备及

频率范围不同，常规电磁波 CT 的电磁波频率一般低于 50MHz，探测深度可达几十米，但精度

较低。如前所述，电磁波 CT 无法用于检测大坝混凝土材料强度等材料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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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弹性波 CT 根据震源的不同，又分为声波 CT、地震波 CT、冲击弹性波 CT 等。各种 CT

检测技术均是通过测定混凝土内的波速分布，利用波速分布的均匀性及波速与混凝土强度、弹性

模量的相关关系，评价混凝土内部质量的均匀性及推求混凝土的强度、弹性模量，诊断混凝土坝

内的质量缺陷。 

大坝声波 CT 是基于声波在坝体中传播时，其传播速度与坝体老化程度、损害及缺陷等受损

程度密切相关来进行隐患检测的。在大坝适当位置布置若干发射点（震源）和若干接收点（震源

监视器），依次激发各震源后，在各接收点记录声波从各发射点到各接收点的走时（即传播时间），

然后通过两点间的已知距离计算坝内各点上的波速。由于波速与材料弹性有关，因此可以通过波

速了解坝体材料性态和老化缺陷分布情况。大坝地震波 CT 及冲击回波 CT 的原理基本相同。 

大坝声波 CT 系统包括检测设备和计算机设备，其中检测设备包括发射、接受和记录三个主

要部分，计算机设备包括计算机硬件及软件。发射部分由动能源和驱动装置组成，动能源用于产

生弹性波，它根据检测目标，可布置在坝面、钻孔内等，起震后能立即产生弹性波在被测物体中

传播。大坝 CT 的主要动能源是电雷管或炸药，也可采用电火花发生器或锤击产生。接受设备是

能感知震波的拾震传感器以及水下测音器。计算机软件是大坝 CT 检测关键技术，它具有检测控

制、反演计算、图形输出及成果处理的功能。CT 软件开发采用射线追踪技术和图像重构算法[56]。 

大坝 CT 的图像重构就是通过对波的走时反演，重建波速分布图像。根据 Radon 变换公式，

令 Li 为波激发点与接收点之间的路径，Ti 为波的初至时间，即投影值，则有： 

( ),
i

i L
T s x y dl= ∫                              （1） 

式(1)中，s(x,y)为探测区内点(x,y)的慢度，它是波速 v(x,Y)的倒数。式(1)中，s(x,y )是未知的，

由于射线（波）是一条与材料不均匀性有关的曲线。因此，Li 也是未知的。为此，将反演区域

离散为 n 个小方块单元（像元），并把每个像元内射线路径看作直线。设 Lij 表示第 i 条射线穿过

第 j 个像元的长度，则: 

1

n

i j ij
j

T s l
=

=∑                                   （2） 

设有 m 条射线穿过反演区域，则式(2)为一个关于未知量 Sj 的线性方程组: 

AS T=                                   （3） 

A=(aij)m×n称为距离矩阵，T=(Tj)m×l为走时向量， S=(Sj)n×l为慢度列向量。 

射线上各点的慢度 s(x,y)是不同的，走时 T 是慢度在射线上的一维投影值。所谓图像重构技

术，实质就是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提取射线上的各点的慢度，然后根据多个方向上的一维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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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来建立二维慢度（或波速）的图像，进而利用二维图像构造三维图像，因此，大坝 CT 图像重

构技术的关键是确定射线路程的射线追踪技术和算法。 

目前所使用的射线追踪技术主要有：直射线追踪、最小走时射线追踪和波前法射线追踪等。

其基本思路都是将图像重构区（探测区）离散为若干网格，然后按一定的原理或假设计算各网格

内射线的长度，从而确定方程组（3）中的距离矩阵 A。 

直射线追踪是假设探测区介质是均匀的，波在图像重构区沿直线传播；对非均匀介质，则采

用弯曲追踪法。最小走时射线追踪是利用数学上的最短路径理论，将射线追踪问题转化为求解速

度网络模型中的最小走时问题。波前法是基于动力学的波阵面理论，认为空间某点的振动是波阵

面上每个面源发出的次级波在该点的相干叠加。 

图像重构就是求解方程（3）其算法主要有三类：直接法、间接法和耦合法。直接法是直接

计算线性方程组（3）系数的方法，包括逆矩阵法、消元法、迭代法等。其中迭代法采用较多，

如代数重建法、图像重建外插算法等。间接法包括傅立叶变换法、卷积反投影法等。耦合法是在

计算机内存较小的条件下进行数值计算的方法，包括分割推算法、区域分裂法、多重子结构法、

小波法及分行几何法等。目前，在大坝 CT 图像重构中，主要采用代数重建法（Algebraic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ART）。 

大坝 CT 技术在国内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应用还处于初期阶段，除 1998 年在丰满大坝进行实

验性 CT 诊断外，梁国前（2002）[57]采用利用高频率、大功率的声波震源来探测某拱坝 150 号细

石混凝土砌块石层的施工质量，检测时在坝体内垂直布置了两个剖面（检 1~2，检 3~4），为防

止孔距太小会增大系统观测的相对误差，而孔距太大会降低方法本身的垂直分辨率，故孔距采用

10m，孔深约 23m，通过检测获得了检 1~2 和检 3~4 两检测断面的波速等值线图。宋先海等（2003）

[58]也采用弹性波 CT 的检测方法，对某大型水电工程的混凝土质量进行了探测研究，获得较好的

检测结果。吕小彬[46]2011 年采用冲击弹性波 CT 技术对南水北调某渡槽混凝土的质量进行了全

面的检测，检测时的现场布置及检测断面的弹性波分布如图 3-1、图 3-2 所示，检测时沿槽墩的

两个相对面激振点和接受点，采用锤击的方式产生冲击弹性波，通过对检测断面的层析扫描，确

定了弹性波波速的等值线图，较准确评估混凝土的质量及缺陷产生的位置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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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某渡槽槽墩冲击弹性波现场检测及断面测线布置 

 

图 3-2  某渡槽槽墩二维检测断面内弹性波波速分布 

地震波 CT 是弹性波 CT 的一种，图 3-3 是地震波仪 Summit Ⅱ plus 工作原理示意图，其检

测形成的波速 CT 断面如图 3-4 所示。通过波速的分布的分析，可确定大坝断面内混凝土的质量

状况。 

 

图 3-3 Summit Ⅱ plus 地震仪三维排列组成 

 

图 3-4 某大坝 CT 检测的波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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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 CT 技术的研究历史不长，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但其作为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分支，随

着 CT 检测设备的完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对图像技术的深入研究，必将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检

测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我国在大坝 CT 的研究方面，无论设备还是基础理论，均有较大的差

距，需加强研发。 

随着大坝 CT 技术的发展与完善，将来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可解决以下问题[38]： 

（1） 大坝内部材料特性（如混凝土弹模、强度等）分布状况监测； 

（2） 大坝内部材料老化、病害及裂缝部位、程度及进程检测； 

（3） 大坝施工质量检测、补强加固效果检测。如大坝混凝土蜂窝、空洞、不密实区检测，

大坝接缝、裂缝灌浆效果检测，预应力锚固效果检测等； 

（4） 大坝基础特性及处理效果检测，如帷幕工作特性检测、断层破碎带及软弱夹层成像

及处理效果检测，基础灌浆效果检测等[60,61]； 

（5） 大坝内部预埋件（如钢筋、金属埋件等）部位及状态检测； 

（6） 施工爆破及洞室开挖对大坝结构的影响监测； 

（7） 高边坡及近坝库岸库区稳定性监测。 

3.1.3 钢筋混凝土结构评估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基本建设历史沿革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大规模新建，第二阶段为

新建与维修改造并重，第三阶段重点逐渐转向旧建筑物的维修改造。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学会 2001

年的调查，现全美 29%以上的桥梁、1/3 以上的道路老化，2100 座水坝不安全。估计美国在五年

内需投入 13000 亿美金改善基础设施的不良安全状态。我国早期建设的水利水电工程中的一部

分，由于老化病害需要进行维修加固或因安全度过低而面临退役的威胁。因此，在役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安全评估、寿命预测及剩余寿命预测近年来为国际研究的热点。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安全评估包括安全性和耐久性评估。安全性评估是对结构承载能力的

评估，耐久性评估是评估混凝土材料抵抗大气作用、化学侵蚀、磨损或其它劣化过程而维持其原

有形状、质量和使用性能的能力。混凝土耐久性评估关注的是结构的使用寿命和剩余寿命，有多

原因可造成混凝土结构使用寿命的终结，例如：因材料劣化导致承载力降低而不能满足安全需要；

因氯离子渗透到钢筋表面且其浓度超过一定阈值使锈蚀的危险性达到难以捉摸的地步；因继续进

行维修的费用过大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等。 

国际上对钢筋混凝土结构安全性与耐久性的研究极为重视，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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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到的论文有 15 篇，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与混凝土粘结强度

及其退化的研究[38,61~64]；（2）采用非线性有限元计算分析钢筋混凝土结构[65~67]；（3）考虑混凝

土碳化、氯离子等影响因素，分析与评估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服役寿命及剩余寿命[68~73]；（4）研

究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疲劳强度及长期运行后的微观结构及界面结合情况[74,75]。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安全评估方法应能将服役历史、材料与几何特性、当前损伤、结构分析和

综合的损伤模型融合为一体。对钢筋混凝土结构安全性影响较大的因素是钢筋锈蚀及引起的混凝

土保护层开裂、保护层崩落引起的断面尺寸减小。因此，对钢筋混凝土结构锈蚀程度的检测、锈

蚀率的评估、锈蚀程度与混凝土保护层开裂的关系、锈蚀后钢筋混凝土本构关系及承载力计算为

研究的重点和热点。HAKAN YALCINER（2012）[62]通过试验研究了钢筋与混凝土粘结强度的关

系，并将混凝土与钢筋间的粘结强度表述为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混凝土强度及钢筋锈蚀程度的函

数。ZHAO YUXI（2012）[63]研究了钢筋锈蚀引起开裂的混凝土结构的裂缝性状及锈蚀分布。

Kapilesh Bhargava[64]提出了钢筋锈蚀引起钢筋与混凝土粘结强度退化的简化模型与分析模型，简

化模型考虑了大量已发表的有关钢筋锈蚀引起粘结强度退化的试验成果，锈蚀钢筋粘结强度的分

析模型则考虑了钢筋膨胀产生的锈胀压力、开裂混凝土抗拉强度、锈蚀钢筋与混凝土间粘结剂摩

擦系数等。Yu-Feng Lin[38]研究了采用冲击回波的方法检测和评估钢筋与混凝土结合面间的粘结

质量。赵羽习（2003）[76]建立了由于钢筋锈蚀导致的混凝土保护层胀裂时的钢筋混凝土构件的

力学模型，应用弹性力学理论得到了混凝土保护层胀裂时的钢筋锈蚀率的解析表达式，并讨论了

与混凝土保护层胀裂时的钢筋锈蚀率有关的各个影响因素。 

水工结构一般体积庞大，受力条件复杂，目前，钢筋混凝土有限元法是这类结构配筋设计或

结构安全评估分析的一种有效方法。按照钢筋模拟方法的不同，钢筋混凝土有限元模型可以分为

三类，即分离式、组合式和整体式[78]。分离式模型将钢筋和混凝土作为不同单元处理，混凝土

一般采用实体单元，钢筋采用杆单元，两者之间的黏结滑移可用黏结单元来模拟，也可以认为两

者间黏结良好，不存在滑移[79]。在非线性计算中，混凝土、钢筋、混凝土-钢筋接触面可以采用

不同的本构模型[65~67,77]，但因混凝土单元的划分受到钢筋分布和方向的限制，会导致三维分析时

单元划分困难，而且会导致网格过密、计算量过大，使计算难以实现。组合式和整体式模型都假

定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结合良好，不存在滑移. 组合式模型将混凝土和钢筋包含在一个单元之内，

分别计算它们对单元刚度矩阵的贡献，再叠加得到单元的刚度矩阵。整体式模型将钢筋弥散于混

凝土单元之中，把钢筋混凝土材料作为等效均质材料，钢筋对结构的贡献通过调整单元的材料参

数来体现，根据混凝土和钢筋分别在结构中所占体积的大小进行综合，并最终反映在单元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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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中。这两种模型的优点在于网格剖分方便，计算量小，但不能考虑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黏结

滑移，其中整体式模型不能求出钢筋应力的分布，一般只用在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分析中，与分

离式模型相比，这两种模型未考虑混凝土与钢筋之间的黏结关系。 

三维情况下常用的组合式模型是含钢筋膜的模型[80]，将单元中的钢筋折算成“等效薄膜”，

并假定薄膜只能承担轴向拉力，不能承担横向切力与弯矩，因薄膜较薄，所以又忽略了垂直于薄

膜中面的变形。在网格划分时，要求钢筋必须平行于混凝土单元的一个面，这给网格划分带来了

困难。 

另一种组合式模型为埋置组合式模型，它将钢筋看成埋置在混凝土单元中的杆件。巫昌海

[81]2000 年提出的三维埋置组合式有限元模型及相应的网格自动生成算法，对于任意钢筋混凝土

结构，可先划分混凝土单元，此时不必考虑钢筋的具体位置，然后给定钢筋直线段的起点与终点

坐标，即可求得埋置在等参单元内各钢筋段的坐标信息，该模型能考虑穿过混凝土单元任意方向

的钢筋，总体来说，这个方法形成网格需要输入的信息较少，对提高大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有限

元分析效率具有较大的实用意义。 

张晓英[82]对水闸结构受力的典型构件板在运用过程中常存在的钢筋锈蚀问题，采用钢筋混

凝土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理论，建立了考虑钢筋与混凝土黏结滑移力变化的分离式模型，模型中考

虑了钢筋锈蚀后性能的变化、钢筋与混凝土粘结滑移力，混凝土采用考虑应变软化的本构关系，

破坏准则采用 Willam-Warnke 五参数的破坏准则和最大拉应力准则的组合模式，对钢筋锈蚀后构

件截面抗力的变化按照《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规定的公式和平截面假定、非平截面

假定两种假设分别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钢筋混凝土结构安全评估和耐久性评估的另一方面工作是结构服役寿命评估。服役寿命评估

通过计算结构当前损伤、退化机理和退化反应速率预测结构的服役寿命。因此，结构可靠度及服

役寿命预测的方法是将设计要求、材料与结构退化、累积损伤、环境因子、无损检测技术等信息，

整合为供结构可靠性定量化决策的工具。 

制约钢筋混凝土结构服役寿命的主要因素包括：氯离子侵蚀、碳化作用、化学物质侵蚀（酸

性物质及硫酸盐）、冻融循环、荷载（疲劳、振动、局部超载）、裂缝、渗漏等。特殊情况下，上

述单一因素决定混凝土结构的寿命，多数情况下，多个因素交叉作用影响混凝土结构的寿命。 

目前预测钢筋混凝土结构材料服役寿命的方法包括：基于经验的估计方法、以相似的材料性

能进行推测的方法、加速试验方法、基于化学或物理的预期劣化过程的数学模型方法以及应用可

靠度与随机概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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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钢筋混凝土结构寿命的数学模型方法及服役寿命的可靠度预测方法是目前国际及国内

研究的热点[68,69,83~86]。目前已有预测处于腐蚀、硫酸盐侵蚀、溶蚀作用、冻融循环等劣化过程中

的混凝土服役寿命的数学模型，在这些预测混凝土服役寿命的数学模型中，大部分包含与传输过

程相关的数值变量，如腐蚀模型中的氯离子扩散系数等，比较成熟的模型有钢筋锈蚀模型、硫酸

盐侵蚀模型、混凝土碳化模型。钢筋混凝土的寿命与混凝土老化的过程及特征密切相关，如混凝

土碳化的深度、混凝土保护层的开裂等，建立这些老化特征量与寿命的关系，从而实现对结构寿

命的预测。Chun Qing Li[69]针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钢筋锈蚀产生的劣化评估提出了一个基于服

役性能的评估方法，根据试验结果导出了用强度与适用性表征的结构退化模型，利用该模型可较

好的预测结构不安全或不适宜使用而需要加固或维修的时间。研究表明对处于海洋环境条件下的

钢筋混凝土受弯结构，在变得不安全之前，首先变得不满足正常使用条件。H W Song[70]提出的

钢筋混凝土服役寿命预测模型包含评估锈蚀的开始的氯离子渗透模型和混凝土碳化模型、对开裂

混凝土保护层评估钢筋锈蚀率及锈蚀累积量的钢筋锈蚀模型，在有限元程序中考虑这些模型，就

可以对遭受氯离子和碳化作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随时间与空间变化的锈蚀进行分析，同时探讨了

裂缝宽度和碳化程度对钢筋锈蚀及寿命的影响。K.Y. Ann[71]针对碳化作用下钢筋混凝土的寿命进

行了研究，马光述[87]根据不同的理论背景将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凝土保护层锈胀开裂耐久寿命的

代表性理论预测方法进行了分类评述，分析了每种方法的特点，通过实例对比分析发现，基于断

裂理论的预测方法与实验结果吻合程度相对更好。刘春诚[88]基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锈胀过程表

现为裂纹的萌生、发展和失稳破坏过程，提出的腐蚀钢筋混凝土锈胀力的公式，利用断裂力学理

论推导了锈蚀钢筋混凝土构件裂缝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K 的表达式，应用双 K 断裂准则对锈蚀钢

筋混凝土结构的裂纹扩展寿命进行了预测，分析了裂纹扩展寿命与混凝土强度等级，保护层厚度

和钢筋直径的定量关系，这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分析与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大量影响混凝土结构使用寿命的因素及它们间的相互作用是未知的，包括依赖特定设计要求

的程度、硬化混凝土的多变特性、服役环境的随机性及材料对微气候的反应。因此，基于可靠度

方法及统计和确定性组合方法的两种随机预测方法近年来成为耐久性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寿命预

测研究的热点，取得了系列的成果。耿大新[84]通过对碳化速率和钢筋保护层施工偏差实测数据

的统计分析，以混凝土碳化深度大于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概率超过 5％对应的时间为结构寿命，结

合正态分布的相关性质，建立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寿命预测与评估概率模型和计算方法。 

孟静（2009）[51]根据混凝土建筑物老化现状和评估经验，在确立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基础

上建立了 BP 神经网络系统模型评估混凝土老化建筑物使用性能，并结合灌区渡槽评估样本对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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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建筑物使用性能进行了模拟和评估。结果表明，神经网络能较真实地反映各评价指标（或影

响因素）与总评估结果间的关系，评估结论符合工程实际。 

预测既有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剩余服役寿命的方法与预测新拌制混凝土的服役寿命是一样的，

但既有结构却得益于另外的可获取信息，如推定的材料特性与环境影响。预测既有混凝土结构的

剩余寿命的方法通常包括以下程序： 

① 确定混凝土状况； 

② 识别单一混凝土损伤因素； 

③ 确定混凝土服役结束期的环境组成； 

④ 采用从混凝土现状到服役结束期状况的推断来确定剩余服役寿命。 

预测在役钢筋混凝土结构剩余寿命的方法与预测寿命的方法基本相同，目前也是重点研究的

领域。王廷臣[86]在对工程实例大量试验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判别钢筋混凝土构件剩余寿命的

两个标准以及现状检测、采用钢筋锈蚀产生体积膨胀和钢筋混凝土有限元分析的方法来预测其剩

余寿命。实例证明本方法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符合的较好。吕大纲[85]基于原始设计资料和检

测数据对钢筋混凝土梁桥承载能力的时变可靠度进行了分析和评定，同时进行了承载能力的风险

率分析，分别采用时间综合法、时间离散法和首次超越概率法计算了构件承载能力的可靠指标，

根据等超越概率原则和使用荷载基准期，由设计目标可靠指标导出已有桥梁的目标可靠指标并进

行可靠度评定。最后基于安全性寿命准则计算了构件的剩余寿命。 

尽管钢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研究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影响因素

众多，问题十分复杂，目前的研究成果距工程应用的要求尚有不小的差距。相对于桥梁、工民建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条件、使用环境有其特殊性，因此，更需要结合

混凝土的特点，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3.1.4 混凝土坝的安全评估 

混凝土坝的安全评估不同于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与寿命主要受钢筋

锈蚀的影响，而钢筋是否锈蚀主要取决于碳化的深度、氯离子侵蚀等因素。影响混凝土坝安全的

因素众多，包括基础的特性、渗压的大小与变化、混凝土材料的老化与劣化、混凝土裂缝、荷载

及环境条件、地震等。在役大坝的安全评估主要针对上述影响因素开展工作。 

近年来我国水工程建设方面堪称世界一流，建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拱坝、最高的碾压混

凝土重力坝及碾压混凝土拱坝，一批超大型工程正在建设中。工程建设中遇到了高地震区、坝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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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条件复杂、坝址区气候条件恶劣、坝体结构复杂及施工极其困难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

性的课题。我国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针对工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国际发达国家近期完建或正在建设的工程相对较少，对大坝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亦较少。根据查

询的文献，2010 年~2012 年的文献中，涉及大坝安全的文件较少，与大坝的安全有关的文章仅有

4 篇，另有 2006~2007 年的文章 6 篇。Jin-Ting Wang[90]采用子结构和计算程序对拱坝进行了地震

响应的分析，分析中不仅考虑坝-水-地基岩体的相互作用，坝地基及水体看成半无限区域，而且

在分析中考虑了峡谷周围场地运动的空间分布，使分析结果更接近工程实际情况。Benjamin 

Miquel[91]提出了一个简化的评估大-水系统基本震动周期、附加阻尼、力、质量及评估地震特性

的所有参数的实用方法，建议的方法考虑坝体几何体型和柔度、坝与水库相互作用、水可压缩性

及水库水位变化等因素的影响。Mehmet Akkoese[92]针对断层附件场地运动，在考虑坝-水-泥沙-

地基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分析了混凝土重力坝的非线性相应。Chen Zaitie[93]则借助于风险分析的

方法建立了高拱坝风险评估系统，影响大坝失事的自然因素、结构因素及人为因素均在统计基础

上进行考虑，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确定了高拱坝的 5 种失事破坏模式，即坝肩岩体失稳、特

别严重的裂缝、拱坝和坝基整体失稳、坝顶过度溢流和坝体沿建基面失稳。建议使用风险率、经

济损失风险值及生命损失风险评估高坝的风险。Q. Cai1[94]提出了一个基于非线性断裂力学的弥

散裂纹模型，可以在混凝土重力坝中实施裂纹扩展的分析，从而对大坝的安全予以评估。 

美国、加拿大早期建设的大坝中，有些已经因混凝土碱骨料的反应出现严重破坏，因此，比

较重视对混凝土碱骨料问题的研究。文献[95~99]均涉及混凝土碱骨料反应的分析。Victor Saouma[95]

提出了混凝土碱骨料反应的本构模型及如何长期预测混凝土结构的碱骨料反应，对参数的敏感性

进行了分析，计算了两个坝和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碱骨料反应的影响。Victor Saouma[96]提出

了一个基于热学-化学-力学的碱骨料膨胀反应的本构模型，采用二维有限元对拱坝遭受碱骨料反

应的安全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估。Etienne Grima[97,98]针对混凝土的碱骨料反应提出了基本的物理原

则，形成了粘-弹-塑-正交损伤的模型，该模型模拟了湿度对碱骨料反应及混凝土收缩变形的影响。

基于建立的碱骨料反应的本构模型，发展出的各项异性损伤构架可以很好的模拟开裂的异性及膨

胀。我国早期所建的工程一般未考虑混凝土的碱骨料反应问题，近期则高度重视混凝土骨料的减

活性和总含碱量的控制，对骨料存在活性的工程，采用掺粉煤灰的措施进行抑制。刘晨霞、陈改

新[100]依据试验结果，提出了混凝土碱骨料反应的本构关系及影响因素。截至目前，国内尚未看

到关于混凝土坝碱骨料反应分析的研究成果。尽管我国的混凝土坝目前尚未发生碱骨料反应引起

的损伤与破坏，但早期所建的工程随着运行年限的增长，存在发生碱骨料反应的风险，对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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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开展相关研究。 

近期国内有关混凝土坝安全评估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混凝土坝的抗震分析和震后损伤评估：文献[101~111]均为近两来年发表的有关混凝土抗

震分析及抗震研究方面的文章，徐艳杰[101]采用三维有限元模拟分析了汶川地震中宝珠寺重力坝

的地震响应；牛志国（2012）[103]进行了地震作用下混凝土坝的老化损伤分析，为合理评价现役

混凝土老坝的抗震安全性，基于线弹性理论，结合衰减函数建立了老化损伤模型，分析了某水电

站现役混凝土坝的动力响应，论证了老化对坝体的动力损伤影响显著；潘建文（2012）[104]用改

进有限元法研究了重力坝强震断裂过程，即引入虚结点的 XFEM，在静力功能基础上实现了动力

断裂分析功能，并用于强震中结构多条裂缝的同时扩展分析，这一方法在求解混凝土Ⅰ型和Ⅰ-

Ⅱ混合型动力断裂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精度，其避免了网格不断重剖分的问题，也无需采用开裂单

元的子域积分来描述非连续位移场，即可实现单元内连续断裂过程的模拟。马来贵（2011）[106]

通过损伤力学理论对混凝土重力坝的损伤机制进行分析，运用有限元软件对混凝土重力坝发生损

伤现象进行数值模拟。李艳杰[107]在考虑混凝土材料细观非均匀性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了在材料

参数和地震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混凝土重力坝的破坏过程和破坏形态。通过对金安桥混凝土

重力坝的 180 个样本的非线性数值模拟统计分析，得到了不同水平地震作用下的大坝损伤破坏情

况，并提炼出 4 种典型的破坏形态，除了坝头折断、坝踵开裂以外，还发现了下游面起裂、贯穿

至上游的情况，且随着地震峰值加速度的增大而越发明显。王海波[111]采用全坝段三维有限元模

型、计入地基辐射阻尼、坝段间动态接触等影响混凝土重力坝地震响应的关键因素，研究分析高

烈度区混凝土重力坝地震响应，并与坝段三维模型、无质量地基模型、无横缝整体坝模型的分析

结果进行对比，揭示各种因素对混凝土重力坝地震响应的影响，并提出提高坝体抗震能力的工程

措施。 

在坝体抗震及地震作用的分析方面，与国际的研究趋势一致，研究的重点内容、采用方法基

本相似或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我国的研究水平与国际的研究水平处于相似的水平。 

（2）采用大坝安全监测对大坝的安全进行监控和评估。文献[112,113]介绍了相关的研究方法与

研究成果。 

（3）采用数值计算的方法分析大坝的抗滑稳定、大坝裂缝的扩展及大坝的应力与变形。顾

冲时[114]提出了混凝土坝裂缝转异诊断的动力学模糊互相关因子指数法，采用动力学模糊互相关

因子指数法可以直接依据实测的裂缝开合度序列对大坝裂缝进行转异诊断；苏怀智[118]针对高重

力坝坝基存在抗剪强度与正应力呈非线性关系的特点，重点研究了二次抛物线形的抗剪强度包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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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二次抛物线形抗剪强度包络线的功能函数。结合改进的 JC 法，提

出了高坝坝基失稳可靠度的计算方法。雷鹏[119]研究了应用数值仿真和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反馈

混凝土坝控制荷载的方法。对带缝混凝土坝进行数值仿真分析，计算不同荷载组合下的缝端应力

强度因子，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对荷载组合与效应量进行模式训练和网络泛化，结合裂缝稳定

性判别准则，确定控制荷载组合。 

（4）采用非线性有限元及超载或降强的分析方法，确定大坝的安全度或极限承载能力

[120~122]。姜亚洲[120]研究几何非线性和包含应变软化的材料非线性对其极限承载能力的影响，给

出双重非线性即包含应变软化的材料非线性和几何非线性对重力坝系统整体极限承载能力的影

响。宋冬仿[121]采用有限单元法对光照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施工期和运行期的温度场、渗流场、应

力应变场等进行仿真分析，采用超载法和强度折减法相结合的方法模拟坝体（坝基）系统的渐进

破坏过程和可能的失稳模式，并根据特征点位移突变、屈服区贯通等方法判断大坝的整体安全度，

同时对坝基浅层面进行抗滑稳定计算。 

（5）全过程仿真分析，评估大坝的安全度和进行寿命预测[124~127]。朱伯芳[17]认为目前工程

上采用设计规范中的方法进行安全评估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①在抗滑稳定分析中采用的

极限平衡法只考虑了力的平衡条件而没有考虑应力状态及坝体与基础的相互影响。②目前在混凝

土坝的安全评估中，坝体和基础是分别进行计算的，用拱梁分载法计算拱坝应力，用材料力学方

法计算重力坝应力，用极限平衡法计算基础抗滑稳定，完全忽略了坝体与基础的相互作用，实际

上坝体与基础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③目前在拱坝设计中只考虑了作用于坝面的水压力，没有

考虑作用于基础的水荷载对坝体应力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地应力及基础开挖和处理对基础变形和

坝体应力的影响。④目前在混凝土坝设计中，坝体应力的控制没有考虑施工期的温度应力，实际

上施工期温度应力是要延续到运行期的；也没有考虑施工过程对坝体应力的影响。⑤目前混凝土

坝设计中没有考虑运行期非线性温差的影响。⑥目前拱坝应力分析中采用的拱梁分载法存在着一

系列缺点：用十分粗略的 Vogt 系数计算基础变形、在建基面结点上缺乏变形协调条件、不同程

序计算结果相差较大、不能计算孔口影响等。⑦目前拱坝和重力坝设计都是先用线弹性方法计算

应力，再按点应力控制，即最大拉应力和最大压应力不超过允许应力，如果在应力计算中考虑各

种荷载，拉应力一般难以过关，实际上只要考虑非线性温差，拉应力就很难过关。鉴于存在上述

不足，因此建议采用有限元全程仿真与强度递减法（简称 SR 法）进行混凝土坝的精细安全评估，

该方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全程仿真；二是强度递减。全程仿真是为了求得真实应力状态，强度递

减法可求得结构整体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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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全程仿真与强度递减法可实现混凝土坝安全评估的 6 个统一[17]：①坝体分析与基础

分析的统一；②应力分析与稳定分析的统一；③拉、压、剪等各种破坏形式分析的统一；④施工

期分析与运行期分析的统一；⑤设计、施工、运行各阶段评估方法的统一；⑥正分析与反分析的

统一。 

SR 法中的全程仿真是从基础开挖开始，考虑基础开挖、基础处理、地应力场、渗流场的改

变、混凝土浇筑过程对自重的影响、温度场变化、接缝的开与合、接缝灌浆、分期蓄水、运行期

荷载和各种条件的变化等，因此，应力状态符合实际。用有限元强度递减法进行安全评估，把应

力分析和稳定分析统一起来，把拉裂、剪切与压坏等各种破坏形式的分析统一起来。在分析滑动

稳定时，不但考虑力的平衡条件，同时考虑了基础和坝体的应力状态及其相互影响。在分析坝体

应力时也考虑了基础变形影响，包括地应力场、渗流场的改变与软弱构造面的局部移动，在计算

运行期坝体应力时，不仅反映了运行期各种荷载的影响，也反映了施工期的各种影响。 

从基础开挖开始到投入运行，不断进行反分析，在基础开挖和基础处理阶段，对地应力及基

岩变形、基岩粘滞系数、渗透特性等进行反分析，在混凝土浇筑阶段，对混凝土热学参数进行反

分析，蓄水以后，对坝与地基整体变形特性进行反分析，根据反分析结果，不断修改计算参数，

使计算结果越来越符合实际。对混凝土坝的安全评估，贯穿设计、施工和运行的全过程，不断更

新、不断深化、不断完善。 

（6）数字大坝及大坝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监控[128,129]。朱伯芳提出了混凝土数字大坝监控的

理论，考虑到目前大坝仪器监测点少且不能给出大坝应力场与安全系数等缺点，在仪器监控的基

础上增加数字监控，基于仪器监测观测资料进行反分析，利用大坝全过程仿真分析，可预报大坝

施工期、运行期的温度场、应力场及安全系数。实现对大坝全程的安全监控和评估。 

从上述 5 个方面的近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新建混凝土坝及在役混凝土坝的安全评估，

我国目前走在国际的前列，研究方法先进，成果丰富。混凝土坝的安全度随时间变化，混凝土材

料与岩体的结构衰变、控制性结构面疲劳损伤、关键防渗体系衰变、关键加固体系的衰变均引起

混凝土坝安全度的降低。因此，在今后应加强混凝土运行过程中对大坝混凝土质量及材料性能的

检测与评估，确定混凝土真实材料性能，利用监测的资料，结合反分析和多种方式的有限元分析，

评估大坝的安全状况。 

3.2 结论与建议 

随着水工混凝土建筑物服役年限的增加，结构的老化病害及缺陷在不断发展，混凝土结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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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和耐久性随时间不断劣化，有必要采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评估方法对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进行评估。水工混凝土结构的检测和评估涉及各种力学、结构有限元计算、检测技术及检测设备、

计算机技术、神经网络、基于知识的专家系统等，属于交叉学科领域，近年来已引起了世界各发

达国家的重视，并被列入优先发展的研究领域和优先培育的 21 世纪高新技术产业之一。 

针对混凝土坝的检测的 CT 技术在我国尚处于发展初期，仅在工程上进行过试验性测试，相

比国外，有较大差距，不能满足工程实际的需要，需加大研究的力度。 

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评估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包括钢

筋与混凝土界面强度的模拟、开裂的模拟、计算分析的方法，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尚不能真正解决

工程中的实际问题，包括结构的安全度、服役寿命等。 

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一系列工程不仅在工程规模而且在工程建

设的复杂性、难度方面均为世界之最，因此，需要对大坝的安全评估给予更高的重视，加大研究

的力度。目前，在混凝土坝的安全评估方面，我国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某些方面处于领先水平。

但在对在役混凝土坝病变机理与模拟、健康诊断与病变预警方面应加强研究工作，将检测与监测

的成果与数值分析方法相结合，通过对工程仿真分析成果的不断校正和改进，进行老化与病变的

识别与定位；采用非线性断裂力学、损伤力学等分析多因素作用下混凝土坝的整体安全度，提出

病变的容度；开展健康性态的综合诊断和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开展工程灾变预警指标体系的研

究，提出合理的预警阀值。  

3.3 对水利水电学科及行业发展的建议，未来发展思路和新兴增长点 

对水工混凝土结构检测与评估的未来发展，本人认为应该在以下方面开展重点研究，力争取

得突破： 

（1）大坝内部裂缝的检测与监测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蓄水后内部温度还比较高，降温持续时间长，在降温的过程，温度应力不

断积累及增大，特别是靠近基础部位，基岩的约束较大，混凝土的温度拉应力较大，是温控防裂

研究的重点部位，该部位如产生裂缝，将对大坝的整体性影响较大。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基础部位

的温度常常高于设计允许的最高温度，而降温持续时间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期降温过程中是否

会产生贯穿性裂缝尤其令人关注。内部的贯穿性裂缝不像外部裂缝易于发现，并引起重视，但对

坝体安全的影响却很大。目前，国际上对内部裂缝的检测与监测越来越重视，已有报道采用光纤

监测混凝土内部裂缝的报道[130]，这方面的技术尚处于研究的初期，需要作为重点方向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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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应研究采用无损检测的方法检测大坝内部的裂缝。 

（2）大坝等水工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检测评估 

混凝土的碱骨料反应、冻融、荷载反复作用下的损伤、温度等环境因素等均会造成混凝土结

构的老化与损伤，混凝土坝等结构的老化损伤状况及其分布是评估大坝的安全性、诊断其寿命的

依据，目前对混凝土坝老化病害损伤、真实性能及其劣化尚无有效的检测与诊断体系，需开展进

一步的研究工作。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如大坝在碱骨料反应作用下的模拟，国内尚未看到类似的方法与模型，国

外虽开展了一些工作，如加拿大，但尚不成熟。国内早期建设的混凝土工程未考虑骨料的碱活性，

存在发生碱骨料反应的可能性，需加强监控，并尽早开展对其危害性评估的研究工作。 

（3）钢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综合评估技术 

对钢筋混凝土结构，如水闸、渡槽、倒虹吸、暗涵等结构，影响其安全性与耐久性的因素有

混凝土剥蚀、混凝土强度、混凝土碳化、渗漏及渗漏溶蚀、冻融破坏、钢筋锈蚀、钢筋保护层厚

度等，需根据检测的成果，综合评定其耐久性状况，目前尚未有综合性评估的方法与标准，应进

行建立。 

（4）大坝的安全评估的指标的确定 

目前的趋势是在大坝的安全评估中采用全级配混凝土的性能指标，考虑温度引起的非线性应

力，实际上混凝土的性能参数如混凝土的弹模、强度等均与温度有关，对运行多年的大坝，通过

现场取芯或其它检测手段获得的坝体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强度、极限拉伸等指标均是混凝土实际

的性能指标，按此参数进行结构分析计算，求得的安全系数或安全度，不能按现有规范的安全系

数指标进行控制，如何控制，需进行大量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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