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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玻璃钢复合材料行业50年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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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全国玻璃钢复合材料学术年会 2008年11月8-11日 广州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引言引言

 复合材料在桥梁结构中的优势与前景复合材料在桥梁结构中的优势与前景

 复合材料在桥梁结构中的应用形式复合材料在桥梁结构中的应用形式

 国内外复合材料研究与应用现状国内外复合材料研究与应用现状

 复合材料桥梁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复合材料桥梁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结语结语

引言引言

FRP

引言引言

FRP 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

土 公元前公元前30003000多年多年

木 公元前公元前30003000多年多年

石 公元前公元前30003000多年多年

砖 公元前公元前300300多年多年

金属 公元前公元前100100多年多年

混凝土 十九世纪十九世纪

引言引言

• 2020年前投资5万亿建设铁路

• 2009年投资1万亿建设公路

• 2009年全国预计建设人行天桥3000多座

人行桥：人行桥：80~150 kg/m80~150 kg/m22

车行桥：车行桥：200~400 kg/m200~400 kg/m22

巨大的市场，但缺少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巨大的市场，但缺少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

•• 第一阶段：七十年代第一阶段：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八十年代

超大跨度桥梁超大跨度桥梁 -- 设想与尝试设想与尝试
第一座第一座FRPFRP公路桥公路桥 19831983

•• 第二阶段：八十年代末第二阶段：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九十年代

FRPFRP应用应用 -- 探索研究与初步应用探索研究与初步应用
FRPFRP加固技术的成功应用加固技术的成功应用

•• 第三阶段：九十年代末第三阶段：九十年代末--现在现在

广泛研究与推广应用广泛研究与推广应用

加固补强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多种加固补强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多种FRPFRP应用形式应用形式

引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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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for StructureMaterials for Structure

直布罗陀海峡大桥直布罗陀海峡大桥

总长总长14km14km

跨度跨度 >  5000m>  5000m

林同炎林同炎

Materials for StructureMaterials for Structure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FRPFRP

密云桥密云桥

1982年，北京密云，公路桥，跨度20.7m，宽9.2m 
GFRP蜂窝板箱梁

世界上第一座FRP结构公路桥

密云桥密云桥

密云桥密云桥
结构修补加固结构修补加固

20072007年复合材料加固补年复合材料加固补
强面积强面积200200万平米左右，万平米左右，
总产值约为总产值约为120120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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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FRP桥梁桥梁
每一次新材料应用于工程结构中都会带来革命每一次新材料应用于工程结构中都会带来革命

性的变化。性的变化。FRPFRP是近十年来在土木工程结构中开始是近十年来在土木工程结构中开始

应用的一种新型高性能工程结构材料，具有轻质、应用的一种新型高性能工程结构材料，具有轻质、

高强、耐腐蚀、施工成型方便等优点，已成为混凝高强、耐腐蚀、施工成型方便等优点，已成为混凝

土、钢材等传统结构材料的重要补充。合理地将土、钢材等传统结构材料的重要补充。合理地将
FRPFRP应用于各类结构物中已经成为工程结构应用发应用于各类结构物中已经成为工程结构应用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土木工程领域中，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土木工程领域中，FRPFRP加固加固

补强工程结构技术补强工程结构技术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新技术，并成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新技术，并成
功的推广应用。而此后，功的推广应用。而此后，高性能高性能FRPFRP桥梁桥梁被各国的被各国的

研究者认为是研究者认为是FRPFRP在结构中应用的下一个应用热点。在结构中应用的下一个应用热点。

高性能高性能FRPFRP桥梁桥梁

高性能高性能FRPFRP桥梁是指采用拉挤、缠绕、桥梁是指采用拉挤、缠绕、
RTMRTM（树脂传递模塑）等工业化成形工艺（树脂传递模塑）等工业化成形工艺
的高性能碳纤维、高性能玻璃纤维（的高性能碳纤维、高性能玻璃纤维（EE玻璃玻璃

和高强玻璃）、玄武岩纤维等增强复合材料和高强玻璃）、玄武岩纤维等增强复合材料
型材构成的具有稳定力学性能和使用性能桥型材构成的具有稳定力学性能和使用性能桥
梁，具有工业化、标准化的特点，能满足大梁，具有工业化、标准化的特点，能满足大
用量的工程建设需要。用量的工程建设需要。

 桥梁的结构需求桥梁的结构需求

 安全性安全性

 适用性适用性

 耐久性耐久性

 施工要求施工要求

 维护要求维护要求

引言引言

 桥梁的特点桥梁的特点

 不可重复不可重复

 不可完全试验不可完全试验

 荷载复杂荷载复杂

 使用环境极端使用环境极端

 使用期限长使用期限长

 制约因素多制约因素多

 体量较大体量较大

FRPFRP-- FHWA Bridge TechnologyFHWA Bridge Technology
美国联邦公路局美国联邦公路局

““For more than 25 years, the FHWA, AASHTO, and NCHRP has researchFor more than 25 years, the FHWA, AASHTO, and NCHRP has researched and ed and 
demonstrated the use of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FRP) compositedemonstrated the use of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FRP) composites, space age s, space age 
technology for bridge construction. New breeds of this high perftechnology for bridge construction. New breeds of this high performance and ormance and 
innovative material developed in the last 70 years are making heinnovative material developed in the last 70 years are making headway into the civil adway into the civil 
and bridge infrastructures. Structural components for hybrid briand bridge infrastructures. Structural components for hybrid bridge construction such dge construction such 
as as FRP deck panels and slabs, reinforcing elements, cable and tendoFRP deck panels and slabs, reinforcing elements, cable and tendon systems, and n systems, and 
laminateslaminate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in highway bridges. Currenthave been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in highway bridges. Currently, there ly, there 
are more vehicular bridge projects using FRP composite materialsare more vehicular bridge projects using FRP composite materials in the Uni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Many of these projects have beStates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Many of these projects have been funded through en funded through 
FHWA'sFHWA's Innovative Bridg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Innovative Bridg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and and Innovative Bridge Innovative Bridge 
Research and DeploymentResearch and Deployment programs. The current focus for the FHWA is to advance programs. The current focus for the FHWA is to advance 
the FRP composite technology to rebuild the American transportatthe FRP composite technology to rebuild the Americ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on infrastructure 
in new bridg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rehabilitation and maiin new bridg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rehabilit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ntenance of the 
existing bridge inventory. The use of the FRP materials for repaexisting bridge inventory. The use of the FRP materials for repair and strengthening ir and strengthening 
of structural concrete members is increasing, and when properly of structural concrete members is increasing, and when properly designed and applied, designed and applied, 
it can b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The rebuilding of the Nation'it can b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The rebuilding of the Nation's highway system s highway system 
presents a tremendous market opportunity well into the 21st Centpresents a tremendous market opportunity well into the 21st Century.ury.””

Source: [http://Source: [http://www.fhwa.dot.gov/bridge/frpwww.fhwa.dot.gov/bridge/frp]]

FRPFRP桥梁的优势桥梁的优势 ———— FHWAFHWA

 轻质 Light weight
 防腐 Resistance to de-icing salts and other chemicals
 施工快 Fast and easy installation
 对交通影响小 Reduced traffic delay
 耐久性好免维护 Good durability
 使用寿命长 Long service life
 耐疲劳性好 Fatigue resistance
 超载可恢复 Over-load recoverability 
 施工质量宜控 Conducive to good quality control
 花费节省 Cost savings

FRPFRP桥梁的优势桥梁的优势

 施工架设速度快施工架设速度快

 抗腐能力强抗腐能力强

 抗超载和抗疲劳抗超载和抗疲劳

 抗震性能好抗震性能好

 美观美观

 可实现更大跨度可实现更大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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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速度快架设速度快 防腐能力强防腐能力强

抗超载和抗疲劳抗超载和抗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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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拉索极限长度斜拉索极限长度

悬索桥极限长度悬索桥极限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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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PFRP加固补强桥梁结构加固补强桥梁结构

•• FRPFRP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梁

••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

•• FRPFRP桥面板桥面板

•• FRPFRP组合构件组合构件

•• FRPFRP大跨度桥梁大跨度桥梁

FRPFRP在桥梁结构中的应用形式在桥梁结构中的应用形式

◆◆ 是是FRPFRP在土木工程中应用最多的形式在土木工程中应用最多的形式

◆◆ 用树脂材料将纤维用树脂材料将纤维片材片材粘贴于结构表面粘贴于结构表面

◆◆ 施工快速、简便施工快速、简便

◆◆ 对原有结构的正常使用影响很小对原有结构的正常使用影响很小

◆◆适应各种复杂体形的结构物，如壳体、拱、适应各种复杂体形的结构物，如壳体、拱、
隧道等。隧道等。

结构加固补强结构加固补强

FRPFRP片材加固补强技术片材加固补强技术

构件表面

底胶

腻子

浸渍粘贴树脂（底涂）

碳纤维布

浸渍粘贴树脂（表涂）

表面保护层

断面修复 裂缝注入

浸渍粘贴树脂（底涂）

碳纤维布

浸渍粘贴树脂（表涂）

第1层

第n层

 轻质高强轻质高强

 耐腐蚀性好耐腐蚀性好

 易于施工型易于施工型

FRP

变形

压力

普通钢筋混凝土

FRP 包裹混凝土柱

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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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混凝土

强约束

弱约束

方柱
F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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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钢筋混凝土

FRP 包裹混凝土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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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片材抗剪加固试验

CFRPCFRP布预应力张拉粘贴布预应力张拉粘贴

预应力FRP片材抗弯加固 预应力FRP片材抗弯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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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FRP嵌入加固技术嵌入加固技术(Near(Near--surface Mounted)surface Mounted)

NSMNSM加固桥板加固桥板 NSMNSM加固桥柱加固桥柱

NSM Application in FieldNSM Application in Field FRPFRP片材加固特种结构片材加固特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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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n BridgeActon Bridge（英国）（英国）

FRPFRP片材加固钢结构片材加固钢结构 Boots BuildingBoots Building（英国）（英国）

FRP片材耐久性加固 FRP片材耐久性加固

FRPFRP片材加固片材加固

 FRP加固混凝土结构的主要形式
•纤维断裂

•界面剥离——界面性能

•混凝土的破坏——超筋、剪切和压碎

 研究发展方向
•更为准确的分析理论

•更方便的施工

•构造措施的作用机理分析

•耐久性

•耐火性

FRPFRP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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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FRP筋筋 FRPFRP箍筋箍筋

方形方形CFRPCFRP螺旋箍螺旋箍

圆形圆形CFRPCFRP螺旋箍螺旋箍

井式井式CFRPCFRP复合箍复合箍

预应力预应力FRPFRP筋、索的锚具筋、索的锚具

CFRP筋锚具

非金属CFRP
绞线锚具

金属CFRP绞线锚具

金属CFRP筋束锚具

CFRP筋锚具

FRPFRP配筋防撞墩配筋防撞墩

FRP Reinforced Concrete DeckFRP Reinforced Concrete Deck
FRPFRP连续配筋路面连续配筋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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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FRP配筋混凝土结构与预应力配筋混凝土结构与预应力FRPFRP结构结构

 产品

 价格

 市场

 试验与验证

 设计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

 重量轻重量轻((混凝土和钢桥的混凝土和钢桥的3030--50%)50%)
 施工快施工快(1(1--22天天))
 耐腐蚀耐腐蚀((无锈蚀问题）无锈蚀问题）
 外观好外观好((形式多样，色彩艳丽形式多样，色彩艳丽））

 材料费用为混凝土结构的材料费用为混凝土结构的22倍左右，钢结构倍左右，钢结构
的的11--22倍，但后期维护成本低，对已有交通倍，但后期维护成本低，对已有交通
影响小，施工周期短，综合效益好。影响小，施工周期短，综合效益好。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AberfeldyAberfeldy桥桥

•英国苏格兰
•1992年
•63m主跨斜拉桥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AberfeldyAberfeldy桥桥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Bond MillBond Mill桥桥

•英国
•1994年



11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ParsonsParsons桥桥

•美国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UMRUMR桥桥

•美国
•2000年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LleidaLleida桥桥

•西班牙 2001年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LleidaLleida桥桥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Halgavor Halgavor 桥桥

•英国
•2001年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WilcottWilcott桥桥

•英国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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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WilcottWilcott桥桥

Deck erectionDeck erection Deck erectionDeck erection

Deck erectionDeck erection Deck erectionDeck e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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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Phillips CampusPhillips Campus桥桥

•32米跨 荷兰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Clear CrackClear Crack桥桥

•18.6米 美国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瑞士世博会桥瑞士世博会桥

•110米 瑞士 多跨

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PontresinaPontresina桥桥

•Pontresina 桥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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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FRP轻质桥梁轻质桥梁
FRPFRP桥梁的形式桥梁的形式

 梁桥
 FRP型材梁 15m以下
 FRP-混凝土组合梁 15m以下
 FRP拼合箱梁 20m以下
 FRP整体箱梁 35m以下
 FRP桥面板 根据主梁确定

 桁架桥 20m以下

 斜拉桥 50m以下
 FRP梁
 FRP索
 FRP塔

 悬索桥
 FRP梁
 FRP索

 拱桥

••AntiAnti--corrosive  corrosive  耐腐蚀耐腐蚀

••LightLight--weight  weight  轻质轻质

••EasyEasy--constructed  constructed  施工快施工快

••High loading capacity High loading capacity 抗超载能力强抗超载能力强

当前桥梁结构主要面临的问题当前桥梁结构主要面临的问题

••钢材锈蚀钢材锈蚀

••混凝土退化混凝土退化

••超载使用超载使用

FRPFRP桥面板桥面板

FRP桥面板 FRP桥面板

夹心 FRP面板

FRP型材
FRP型材

FRP型材芯

FRP面板

 压 

剪 

拉 

夹心板 AMP板 CSC板 组合板

••自重轻自重轻
••耐腐蚀耐腐蚀
••施工快捷施工快捷
••维护方便维护方便

Henry 1985, Plecnik 1990

Bakeri and Sunder 1990 Sotiropoulos 1995

Aref 1996 Karbhari 1996

FRP桥面板

Zureick 1997

Zhao 1999

Roberto Lopez-Anido 1997

FRP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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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alos and  Qiao 2000

Temeles 2000, Hayes et al 2000,  Zhou 2002

Howard  2002

Eckel II 2001,  He 2002

Stone and  Nanni 2001, Davalos 2001

FRP桥面板

Cassity 2002, Keller 2004

Luke et al.  2002

Brown and Zureick 2001Williams 2000, 2003

Wu and  Mirmiran 2003

FRP桥面板

手糊手糊

拉挤成型拉挤成型
面板面板

纤维缠绕纤维缠绕

拉挤成型拉挤成型
型材芯型材芯

面板面板--内芯管组合板内芯管组合板

(CSC Deck)(CSC Deck)

综合以上综合以上

预应力挤压连接预应力挤压连接

粘结粘结

螺栓连接螺栓连接

销接，榫接销接，榫接

标准拉挤型材拼装板标准拉挤型材拼装板
(AMP Deck)(AMP Deck)

RTMRTM
手糊及机械辅助手糊及机械辅助FRPFRP夹心板夹心板

(Sandwich Deck)(Sandwich Deck)

加工装配方法加工装配方法构造构造

FRP桥面板 ASSET项目

••欧洲联合项目欧洲联合项目

FRP桥面板应用

具有自重轻、施工方便、耐腐蚀、维护方便的优点。
1996年，美国开始在中短跨桥梁中应用，至今已经有
近百座桥梁，其中有1/3为老桥修复。

FRP桥面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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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Pultruded GFRP Cellular Profile

Layed-up GFRP Plate
Assembled GFRP Profiles 

(Box Shapes and C Shapes)

FD

FRP桥面板应用研究

SPSP板的破坏板的破坏 FDFD

破坏原因破坏原因

•连接强度低

•弱轴强度低

•材料利用不充分

•破坏突然

•分离

•膨胀

外部纤维缠绕增强（外部纤维缠绕增强（OFROFR））

•防止剥离和分层

•延缓破坏过程

•提高承载能力和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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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试验初步试验———— SPWSPW和和FDWFDW



18

SPWSPW的破坏的破坏

腹板的剪切破坏

SPSP与与SPWSPW：荷载－挠度：荷载－挠度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10 20 30 40
挠度 (mm)

荷
载

 (k
N

)

SPW: 33.4mm (L/39);128.5kN

SP: 24.1mm
(L/54);80.8kN

首次超越损伤现象

下面板剥离错动一个腹板裂缝槽形核芯翼缘开裂第二个腹板开裂

FDWFDW的破坏（的破坏（11）） FDWFDW的破坏（的破坏（22））

FDFD与与FDW:FDW:荷载－挠度荷载－挠度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0 5 10 15 20 25 30
跨中挠度(mm)

荷
载

(k
N

)

FD:10.4mm(L/125); 256kN FDW:12.8mm(L/101); 276kN

299kN

29.1mm

伪延性

HD 板（High performance FRP bridge Deck）

设计方案与加工制作设计方案与加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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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HD板的加载方案板的加载方案

900 100 800 100 900

3000

2800 2800

3000

20
0

200

两点加载（静载） 单点加载（静载，疲劳）

HD0HD0单点加载单点加载————加载过程加载过程

0→300kN→0→450kN→0→破坏（489kN）

HD0HD0单点加载单点加载————最终破坏最终破坏 HDW3HDW3单点加载单点加载————加载过程加载过程

0→300kN→0→450kN→0→600kN→0→破坏（618kN）

HDW3HDW3单点加载单点加载————最终破坏最终破坏 HDW5HDW5两点加载两点加载————加载过程加载过程

0→破坏（1737kN）



20

HDW5HDW5两点加载两点加载————最终破坏最终破坏 试验结果试验结果————变形变形

0

70

140

210

0 5 10
变形(mm)

荷
载

(k
N

)

HDW5
HDW3
HD0
HDW3-60 (2M次)4.67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 20 40 60变形(mm)

荷
载

(k
N

)

HD0
HDW5
HDW3
HDW3-60 (2M次)

•各构件满足设计条件

•OFR层对刚度影响很小

•OFR使HDW3的破坏具有一定的伪延性

有限元模型有限元模型

Y

Z
X

SHELL 41

SOLID 46
SOLID 46

有限元分析有限元分析

OFROFR层增强作用及机理层增强作用及机理

抑止剥离和分层破坏
在FRP桥面板中，组件间的粘结界面不可避免的存在

初始缺陷，可视为初始裂纹。在承受荷载时，裂纹附近会
出现应力集中，并随着荷载的增长，裂纹逐渐扩展。无
OFR层的构件，在裂纹开展时，新开展的裂纹原来传递

的应力由其附近的胶层承担，导致不稳定的裂纹扩展，导
致破坏；而对于有OFR层的构件，OFR层承担了部分裂
纹开展而释放出来的界面应力，裂纹开展位置的OFR层
提供了剪切应力，起到了连接面板和芯管的作用，也使得
界面中裂纹的发展变缓，从而构件的承载力不会完全丧失。

490kN

FRPFRP桥面板桥面板

重量重量

价格价格

连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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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FRP--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

GFRP

CFRP

Concrete

•• FRPFRP管混凝土管混凝土

•• FRPFRP组合梁、板组合梁、板

Concrete

FRP Tube

FRP管混凝土

•• 可减小柱截面尺寸，初期造价基本与普通混凝可减小柱截面尺寸，初期造价基本与普通混凝

土柱持平土柱持平

•• 可不配筋，减少钢筋施工，降低造价可不配筋，减少钢筋施工，降低造价

•• 约束混凝土，抗震性能优越约束混凝土，抗震性能优越

•• 耐车船等冲击耐车船等冲击

•• 不需模板，管材重量轻，施工简便快速不需模板，管材重量轻，施工简便快速

•• 耐腐蚀，可在水下长期使用耐腐蚀，可在水下长期使用

•• 维护费用低，长期经济效益优维护费用低，长期经济效益优

FRP管混凝土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UC2-1
GTC2-2
CGTC2-1
CGTC2-2

FRP管混凝土 CFRPCFRP管混凝土管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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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PCFRP管混凝土管混凝土

ConcreteConcrete--Filled FRP PileFilled FRP Pile FRP管混凝土

FRP-混凝土组合梁板

1600

1
00

1
67
0

混凝土面层

剪力连接件

GFRP梁侧壁

GFRP梁底板

GFRP蜂窝芯

GFRP蜂窝芯形式

Miyun Bridge 1987

Toowoomba, Australia (Van Erp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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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FRP混凝土组合桥混凝土组合桥————AsturiasAsturias桥桥

Salem Ave Bridge, Oh, USA (Reising 2002 )

Canning et al 1999 Zhao et al 2000

Van Erp 2002

High quality 
epoxy adhesive

Nordin et al 2004

•Steel shear connections
•Epoxy r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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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o et al 2004

剪力传递方式

表面摩擦力

锚栓（钢、FRP）
机械咬合

环氧粘结

FRP剪力件

FRP－混凝土组合梁板体系

混凝土受压区压碎而发生弯

曲破坏

混凝土剪切破坏

FRP下翼缘受拉破坏

FRP梁腹板剪切破坏

FRP混凝土界面连接破坏

主要破坏模式

直径10mm4.6级螺栓，
伸入混凝土中3.8mm 

P1~P3

工字梁与模板 模板与混凝土  
粘结 栓钉 粘结 栓钉 小工字 波纹板 

P1 √ √ √ √   
P2 √ √ √ √   
P3 √ √ √ √   

剪力连接件试验剪力连接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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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答辩

P4~P6

工字梁与模板 模板与混凝土 
 

粘结 栓钉 粘结 栓钉 小工字 波纹板 
P4 √  √  √  
P5 √  √  √  
P6 √  √  √  

FRP小工字

剪力连接件试验剪力连接件试验

P7、P8

FRP凹凸模板

工字梁与模板 模板与混凝土  
粘结 栓钉 粘结 栓钉 小工字 波纹板 

P7 √  √   √ 
P8 √ √  √  √ 

剪力连接件试验剪力连接件试验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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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1 HB2 

HB3 

组合梁破坏模式组合梁破坏模式

 FRPFRP梁腹板剪切破坏梁腹板剪切破坏

 混凝土和混凝土和FRPFRP梁之间界面破坏梁之间界面破坏

FRP梁腹板剪切破坏

HB HB-T HB-R

 
破坏荷  
载 /kN 

跨中最大  
位移/mm 

破坏形态  

HB 99.2 18.9 
HB-T 149.6 16.0 

第

一

组  HB-R 94.6 15.0 
腹板剪切破坏  

 

HB1

 
破坏荷  
载/kN 

跨中最大  
位移/mm 

破坏形态  

HB1 167 23.6 
HB2 291 32.8 

第

二

组  HB3 147 10.9 

剪力连接破坏  

 

HB2

HB3

混凝土和FRP界面破坏

 混凝土掀起作用严重混凝土掀起作用严重
 掀起作用大小和加载方式有关掀起作用大小和加载方式有关

 粘结剂抗拉能力较差粘结剂抗拉能力较差

 设置螺栓可增强抗掀起能力设置螺栓可增强抗掀起能力

 山型模板割断混凝土，对混山型模板割断混凝土，对混
凝土的受力性能不利凝土的受力性能不利

FRPFRP--钢筋混凝土高耐久性构件钢筋混凝土高耐久性构件

2
1

1

2

2

复合材料复合材料：：

1.1. 防腐保护防腐保护

2.2. 永久模板永久模板

3.3. 承载力增强承载力增强

桥索桥索

桥梁桥梁

桥塔和桥墩桥塔和桥墩

基础基础

FRPFRP大跨桥梁大跨桥梁

19961996年年 瑞士瑞士 Stork BridgeStork Bridge
采用了采用了22根拉挤的根拉挤的CFRPCFRP筋集束成的索筋集束成的索

FRP桥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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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桥索

中国 江苏大学 中国 江苏大学

All Composite BridgeAll Composite Bridge 全FRP超大跨悬索桥

M. Peroni,  and P. Casadei
国内外现状国内外现状

IIFC-WG: FRP Components for Bridges
IABSE WG2: FRP Structures

StateState--ofof--thethe--artart--report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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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现状国内外现状 国内外现状国内外现状

国内外现状国内外现状 国内外现状国内外现状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非技术问题非技术问题

造价

教育与认识

标准与规范

市场推广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部分技术问题部分技术问题
结构形式与加工
 型材产品设计、优化与工艺

 粘接及其质量控制

 剪力连接

 振动控制

 构件现场连接

 耐久性

 徐变

 高温性能

 设计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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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PFRP是一种能带来结构形式革新的新材料是一种能带来结构形式革新的新材料

•• FRPFRP是现有桥梁结构材料的补充是现有桥梁结构材料的补充

•• 桥梁是复合材料工业发展的一个潜在市桥梁是复合材料工业发展的一个潜在市
场，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我国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我国的FRPFRP
桥梁结构的发展相对滞后桥梁结构的发展相对滞后

•• FRPFRP在桥梁工程中的应用需要复合材料技在桥梁工程中的应用需要复合材料技

术人员与结构工程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术人员与结构工程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

结语结语
专题讨论：专题讨论：

1414：：00~1600~16：：30  30  三楼三楼11号会议室号会议室

•• 华南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交通学院 邓军博士邓军博士

•• ASLANASLAN中国公司中国公司 王汉珽博士王汉珽博士

•• 同济大学同济大学 袁国青教授袁国青教授

•• 俄罗斯俄罗斯ApeTechApeTech公司公司 马威利马威利MaratMarat先生先生

…………

欢迎各位代表参加讨论。欢迎各位代表参加讨论。

复合材料在桥梁道路上的应用复合材料在桥梁道路上的应用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冯 鹏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Email: fengpeng@tsinghua.edu.cn

联系电话：010-62772456
13910562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