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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太阳热辐射的混凝土衬砌渠道冻胀数值模拟
王正中ｍ，芦琴１…，郭利霞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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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渠道冻胀数值模拟分析依赖于实测温度而无法直接预测渠道冻胀及设计的缺陷，
考虑日照对衬砌渠道冻胀量及冻胀力的影响，根据冻土力学及冻土物理学和热辐射原理，利用有
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按瞬态温变模式加载温度，对衬砌渠道冻胀过程进行动态数值模拟，得到了考
虑与不考虑太阳热辐射两种情况下渠道温度、应力和变形场的分布规律．对比可知：考虑热辐射
的衬砌渠道冻胀规律与实测正弦型温度变化引起的冻胀规律一致，考虑热辐射的渠基温度大于
正弦温度变化法计算而得的渠基温度值，特别是渠道阴坡，考虑热辐射计算的冻胀力、冻胀量均
小于正弦型温度变化法计算所得．
关键词：热辐射；混凝土衬砌；数值分析；冻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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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地区，基土冻胀是渠道破坏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太阳辐射的影响，单位时间内，设在单位

也是引起渠道渗漏的主要原因．渠道防渗衬砌是北

面积上太阳辐射来的热流量，即热流密度为ｑ，

方灌区节水灌溉的关键工程措施，而抗冻胀设计无

Ｗ／ｍ２，其中被混凝土吸收的部分为ｑ。，Ｗ／ｍ２，剩余

疑是防渗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学者都对此进

被反射的部分为ｑ—ｑ。，于是有
（３）

行过深入的研究．Ｙａｎｇ Ｐｉｎｇ等…对冻胀过程的多场

ｑｌ＝Ｏｔ。ｑ，

耦合进行了研究，刘雄等口。以渠基冻土为研究对象

式中ａ。为吸收系数，或称为黑度系数，对于混凝土，

进行了三场耦合数值分析，将衬砌板自重作为均布

ａ。一０．６５．

考虑吸热后的边界条件为

荷载直接加载在冻土上，忽略了冻土与衬砌板的相
互作用；王正中【３。４１等建立了渠道冻胀破坏力学模

一Ａ

型；王正中∞ｊ、张茹帕。运用有限元法对渠道冻胀进
行分析；Ｂｏｏｎｅ【７。８１等研究了温度变化对冻胀的影响
规律．但是上述简化计算法难以满足设计需求，而数
值法都依赖于复杂的现场温度监测，加之渠基温度
场不仅是温度变化热传导的结果，而且受太阳能辐

ｉａ０：ｈ（Ｏ一日。）一９１，
ｄ１１，
’

一Ａ＿００＝ｈ［ＯＯｎ

或

Ｌ一（¨等ｈ）１Ｊ．
、。８

，

（４）

比较以上两式，即吸热的影响相当于周围空气的温
度增高：

射影响很大，费时费力却仍难以获得满足精度的计
算结果．

‘‘

Ａ０。＝ｉｑｌ．

（５）

辐射热流密度ｑ接近半波正弦函数，ｔｉｐ

本研究从考虑热辐射出发，把渠道冻胀看作多

ｇ：ｒ８≯芦ｔｓ≤≥’㈩

种介质大体积结构温度应力的“特殊情况”一１，利用
ＡＮＳＹＳ模拟其动态冻胀过程，分析其温度场、应力

¨ｔ Ｉ＞等，

场，为进一步准确分析衬砌渠道冻胀破坏规律提供
科学的依据和方法．

式中Ａ。为辐射热１３变化峰值，Ｗ／ｍ２；￡为以中午作
为原点的时间，ｈ；￡。为日照时数，ｈ．

１基本原理

因此，一天ｆ。（２４ ｈ）时间内单位面积接收的辐
射热总量为

太阳辐射的巨大能量中，有一部分在到达地面

纸＝２等，

之前被大气所吸收；另一部分辐射能到达物体表面
以后，又有一部分被吸收，余下部分则被反射¨０｜．考

Ａ；＝瓦ｑｒｑｔ．；

即

虑到白天太阳直接辐射衬砌板，夜间衬砌板向外辐
射放热及大气传导的情况，计算渠基的温度场及冻

热辐射引起的混凝土增温为

胀过程．不稳定温度场热传导方程…－１２）为

ｃｐ箬＝Ａ（嘉＋雾＋髻），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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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０为瞬时温度，℃；ｃ为体积比热容，ｋＪ／（ｍ３·
Ｋ）；ｐ为密度，ｋｇ／ｍ３；Ａ为导热系数，Ｗ／（ｎｌ·Ｋ）．
对于渠道，按平面问题考虑．温度沿渠线ｚ方向

考虑到阴坡、渠底遮蔽一部分阳光，渠底和阴坡
的１３照升温将比阳坡小，可以引进实际曝晒时间与
理论曝晒时间的比值。即地形系数．

是ｇ－数，譬＝０，ｔｉｐ平面问题，热传导方程加以简化，
２

加上和空气接触的第三边界为

一“业Ｏｘ２＋雾），

２．１

（２）

【一Ａ磊００＝ｈ（ｏ一口。），

计算模型
基本假设

①土和未冻土为均质各向同性线弹性固体．②
土冻结过程中，主要取决于负温．③土壤水相变温

式中ｈ为表面放热系数，Ｗ／（ｍ２·Ｋ）；ｐ。为空气温

度在同一种土壤中和在衬砌板约束下为常值，即相

度，℃．

变温度为０℃［７１．④渠道属细长结构，忽略沿渠长

万方数据

方向的温度差异，分析过程中把衬砌渠道冻胀作为

算例原型

３

平面应变问题处理．
２．２

计算力学模型
冻胀是由于土壤中水分在低温下冻结而引起

陕西省冯家山水库总干闫家务退水的Ｕ形渠观

的．冻土冻胀会受到衬砌板的约束，并且冻土各部分

测段¨引，东西走向，混凝土衬砌，断面见图１．１２月

之间也会相巨制约，从而产生应力，根据文献［９］，

份日平均太阳辐射热为６５．３９ Ｗ／ｍ２，取日照时数为

可将衬砌渠道的冻胀视为“热胀冷缩”温度应力的

１２

特例．

系数ｈ为２３．６ Ｗ／（ｍ２·Ｋ），环境温度变化可以表示

吸热影响下的热传导方程，再加上边界条件以

ｈ，混凝土吸收系数ａ。为０．６５，混凝土表面放热

为‘８’１６郴】

及本构方程，则可以进行热力耦合计算，渠道静力平

八ｆ）＝９·９５＋１３．１５ｓｉｎ（、８２丽＂ｎｔ一旦２）＋

衡方程为
Ｌｏ＂＝０，

（９）

￡＝Ｌ７Ｕ。

（１０）

６ｓｉｎ（等＋参）·

几何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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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一缸

＝

—。． 。 ． 。 ． Ｌ Ｏ

２１ｚ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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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温度相关的应力一应变方程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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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衬砌大Ｕ型渠道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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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热力学相关参数‘∞１见表１．

Ｚｙ

表１土体热力学参数
ｒⅡ１

｛ａ｝×Ｖ乱
【ｏ Ｊ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ｆｔ

Ｔａｂ．１

（１２）

ｃ／（ｋＪ／（ｍ３·Ｋ））

土体及参数ｐ／（ｋｇ／ｍ３）＾／（ｗ／（ｍ·Ｋ））

式（１１），（１２）中／２，秽为位移；占，，占，为正应变；７，，为
剪应变；矿，，盯，为正应力；ｒ。为剪应力；Ｅ为弹性模
而进行热应力计算时，将冻土冻胀系数口；，（０）

量，ＭＰａ；ａ为混凝土或冻土自由冻胀时的热膨胀系

数，１／℃；ｐ为泊松比

作为负的热膨胀系数，该系数是一个考虑水分迁移

２．３水分迁移

且跟温度相关的参数，很难确定，这里为了简化计

渠道一般在冬季停水，仅受地下水的补给，水分

算，取为７／／０，其中田为考虑水分迁移的冻胀率，渠

向冻结锋面迁移．渠基水分运移机理比较复杂，本研

底取２．７３％，阴坡２．６４％，阳坡２．５３％．冻土力学

究关于水分迁移的计算参考文献［１４］，在进行热应

参数¨ｕ见表２．

力计算时，冻胀应变的变化可用结构中无冻胀应力

表２冻土力学参数

时参考温度的变化量来决定：

苫２口口Ｌ Ｆ，一，
警＝口｛ｆ（ｐ）一ｄＯｄｔ，

Ｔａｂ．２

（１３）
Ｌ¨’

其中如ｔｉｉｎ／ｔ出为冻胀应变张量的变化率，口ｉ（０）为随
温度变化的瞬时冻胀系数．一般认为，渠底部位距离
地下水位近，故渠底的瞬时冻胀系数大于阴坡的，而
阴坡的大于阳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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觚：Ｐ５ｃｏｓ爰，“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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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比图２，３可知，考虑热辐射的计算温度明显大
于实测温度加载的计算温度，特别是阴坡温度最大
差值约２．３℃．

考虑到地形系数ｋ（实际曝晒时间与理论曝晒
时间的比值），并根据文献［１１］的判别方法，阴坡取
ｋ＝０．１１３

６，渠底为０．３９６ ０，则辐射的温度增值：

渠底为

ｆ２．１ｋｎ（哿＋参），

如卜｛２４ｎ≤ｔ≤２４ｎ川一ｉｎｔ刍，
ｔｏ，其他时间；

图２考虑热辐射的温度变化曲线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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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坡为

ｆＯ．６５ｓｉｎ（哿４ｔ＋舌），

ｍ卜１

２４ｎ≤ｔ≤２４ｎ＋１１，ｎ＝ｉｎｔ去，
ｌｏ，其他时间；
（１７）

阳坡为

ｆ５．３３ｓｉｎ（晋＋景），

图３
Ｆｉｇ．３

ｍ卜１

正弦外界温度引起的温度变化曲线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ｏｓｅ

ｂｙ ｓ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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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昆≤ｔ≤２４ｎ＋１１，ｎ＝ｉｎｔ刍，

４．２冻胀力变化

【ｏ，其他时间．
ｆ １８）

为了考察冻胀力变化规律，绘制前１０ ｄ衬砌板
和冻土交界面处２点（阳坡）、５点（渠底）和８点
（阴坡）法向冻胀力Ｐ。和切向冻胀力Ｐ。变化曲线及

４有限元计算结果

文献［１０］边界确定方法的法向冻胀力图，见图４，５．

对边界条件基础从底板向下取１５０ ｃｍ，左右边
界取７５ ｃｍ．该次计算参考瞬态初始表面温度，同时
参考文献［１４］实测温度建立初始条件，然后进行一
个月的瞬态温度应力计算，同时采用实测正弦型温
度边界条件进行计算，以进行对比分析．
表面温度按照算例中温度和正弦实测温度（见
文献［８］）每２ ｈ加载１次，下边界深度足够达到稳

定温度，取值为１０孓，左右边界视为绝热条件，位移
边界条件为渠基左右边界水平方向位移为０，下边

图４考虑热辐射的切向冻胀力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ｈ。。ｇｅ。ｏｆ 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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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竖直方向位移为０．
４．１温度场变化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由图４可以看出，阴坡和阳坡的切向冻胀力方

从阴阳坡衬砌（冻土交界面上２点和８点）温

向一致，而渠底则相反；阴坡、阳坡和渠底的法向冻

度变化曲线图２中可以看出，温度正峰值明显比负

胀力方向一致．从图５法向冻胀力大小看来，渠底法

值的绝对值大，并且阴坡温度低于阳坡；从计算时刻

向冻胀力最大，其次是阴坡，阳坡是最小的；切向冻

开始阴坡累积负温的时间增加，月初负温持续１０

ｈ，

胀力的分布规律和法向相同，只是随着冻胀的加剧，

月末则增加到１４ ｈ，阴坡温度的变化幅度比阳坡的

阳坡出现冻胀或冻胀增大．对比本研究的方法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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