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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含有腐蚀性介质的地下环境中的地铁工程，钢筋混凝土结构容易因钢筋锈蚀而造成耐久性和安全性
降低。从防止受力钢筋锈蚀的角度出发，探索将铝合金筋应用于地铁工程混凝土结构的可行性；基于现行《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及铝合金材料的力学性能特点，推导铝合金筋混凝土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表达式，并通过
现有 9 根铝合金筋混凝土梁受弯试验数据对表达式进行验证；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铝合金筋混凝土梁裂缝宽度的
计算进行探索；从耐腐蚀性和经济性角度，对比普通钢筋混凝土梁及铝合金筋混凝土梁的使用寿命和工程造价，
给出铝合金筋和普通钢筋混合使用的研究思路，为铝合金筋混凝土在地铁工程设计中的研究及应用提供了一定的
方向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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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Aluminum Alloy Reinforced Concrete
in Metro Engineering
LI Hu1, ZHAO Jing2, ZHANG Kang1
(1. Jinan Rail Transit Group Co., Ltd., Jinan 250101;
2. Guangzhou Metro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Guangzhou 510010)
Abstract: For metro engineering built in corrosive groundwater areas, the durability and safety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is easily reduced due to steel bar corrosion. In this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aluminum alloy steel bars to
concrete structures in metro engineering is explored to prevent steel corrosion. Referring to the current code for the design of
concrete structures an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luminum alloy, the formulas for calculating the flexural capacity of a
normal section of aluminum alloy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are improved and verified by the bending failure experimental
data of nine aluminum alloy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e crack width calculation
method of aluminum alloy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is explored. The service life and engineering cost of ordinary and
aluminum alloy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are compared in terms of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costs.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the combination of aluminum alloy and common steel bars is propos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certain direc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aluminum alloy bar concrete in metro engineering.
Keywords: aluminum alloy reinforced concrete; metro engineering; durability; steel bars corrosion

混凝土材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适应性强，且

的应用十分广泛。虽然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已通过日

材料抗压强度高，因此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建筑工程中

趋完善的设计理论和施工工艺得到较好的保证，但是
仍面临较严峻的耐久性问题，这也一直是近年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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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混凝土结构常年埋于地下，当地下水中含有较强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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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性介质时，腐蚀性介质在地铁中杂散电流等的复杂

铝合金材料强度高，耐腐蚀性好，易于加工成形，

因素影响下不断引起钢筋锈蚀，削弱结构的耐久性和

可用于生产棒材、板材、型材等多种产品。早在 2008

安全性。因此腐蚀性环境下的地铁结构的耐久性问题

年，中国就颁布了《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9]，近年

相比于其他结构更为严峻，众多学者对此也陆续进行

来在建筑结构中应用也逐渐增多。然而目前中国对铝

了研究。

合金筋在混凝土结构中的应用研究极少，仅有邢国华
[1]

黄文新 对广州地铁工程腐蚀性的统计结果表

等 [10] 和张永涛 [11] 分别进行了铝合金筋混凝土梁受弯

明，各线路沿线地下水对混凝土材料具有腐蚀性的比

破坏试验研究，以及王璐[12]、宋启玺[13]分别进行了铝

例为 7.57%～28.87%，以 CO2 的腐蚀所占比例最多，

合金筋体外预应力加固混凝土梁试验。现将基于铝合

对钢筋具有腐蚀性的比例各线路均在 50%以上，最大

金筋的材料性能，对铝合金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

[2]

高达 80%，腐蚀因素以氯离子为主。邹玉生 经过统

面抗弯承载力、裂缝计算、耐腐蚀性及经济性设计等

计分析，发现宁波地铁工程地下水中氯离子含量和硫

方面进行初步研究，为铝合金筋混凝土结构在地铁工

酸盐含量普遍较高，处于腐蚀性较强的环境。梅祖明

程中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3]

等 对上海地区地下水腐蚀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上海大多数区域的地下水对钢筋具有弱腐蚀性，而受

1

受弯构件的正截面抗弯承载力

海水侵入和环境污染影响的地区，其地下水对钢筋具

1.1

铝合金材料力学性能

有较高的腐蚀性。刘鑫 和韩志超 分别对天津地铁 2

铝合金材料的力学性能因金属元素和处理方式的

号线和滨海轨道交通 B1 线地下水进行统计分析，结

不同而具有较大差异，与低碳钢相比，铝合金最基本

果表明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普遍具有氯盐和硫酸盐腐

的特点是弹性模量及延伸率相对较低。此外，由于铝

蚀性，部分地区具有侵蚀性 CO2 强腐蚀性，在干湿交

合金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没有明显的屈服平台，因此

[4]

[5]

[6]

替环境下对钢筋具有中度以上的腐蚀性。曹权等 对

铝合金的屈服强度常采用残余应变为 0.2%时对应的

深圳地铁 11 号线地下水腐蚀性的分析表明，地下水腐

名义屈服强度0.2 表示。典型的铝合金与低碳钢材料

蚀性总体情况以微弱腐蚀为主，但对钢筋的腐蚀性则

的应力-应变曲线对比如图 1 所示。

[7]

要严重得多。蒲正霖 通过试验研究发现，滨海含氯
地区，杂散电流腐蚀与氯离子侵蚀的叠加效应加速了
钢筋表面钝化膜的破坏，使得钢筋更容易锈蚀。以上研
究结果均表明，在沿海及近海地区，由于地下水中含有
较高氯离子，其对钢筋混凝土的腐蚀性普遍较强，容易
引起钢筋的锈蚀而降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济南地区北依黄河，南临泰山，地下水资源丰富，
其中北部地区为黄河侧渗补给区，南部地区为岩溶水
补给区，地下水中硫酸根离子和氯离子的含量自 1958
年起就有不同程度增加，至 2013 年，部分地区硫酸根
离子的含量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最大增加了 18 倍[8]。
因此济南地区地铁工程同样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混凝
土腐蚀和钢筋锈蚀问题。
为了降低由于钢筋锈蚀引起的结构耐久性劣化，
通常有“防”和“抗”两种方案。“防”：采用增加混
凝土保护层厚度、添加防渗剂、采用高性能混凝土等

图1
Fig. 1

铝合金筋和低碳钢筋应力-应变曲线对比
Comparison of stress-strain curves in aluminum
alloy and low carbon steel bars

铝合金材料的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曲线一般采
用经典的 Ramberg-Osgood 模型[14]表示，即
  
 0.002  a 
a =
E0
  0.2 

a

n

(1)

方法以提高混凝土的抗渗和抗裂性，防止有害介质入

式中：E0 为初始弹性模量；a 和a 分别为工程应变和

侵；“抗”
：采用涂层钢筋或其他耐蚀性材料(铝合金、

工程应力；
n 为应变强化系数，可采用残余应变为 0.2%

不锈钢、FRP 等)提高筋材的耐蚀性。本文探索将高耐

对应的名义屈服强度0.2 和残余应变为 0.1%对应的比

蚀性的铝合金筋应用于混凝土结构的可行性。

例极限0.1 求出，对于采用热处理的铝合金筋，n 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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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一般为 20～40。

点。部分型号的铝合金还具有较高的名义屈服强度，

结构用铝合金与低碳钢主要性能参数对比如表 1

以铝合金 7049A 棒材为例，其名义屈服强度超过

[15-16]

530 MPa，抗拉强度超过 610 MPa，名义屈服强度高于

所示

。结构用铝合金与低碳钢相比，弹性模量和

密度均约为钢材的 1/3，具有自重轻、耐腐蚀性好的优
表1
Tab. 1

常用低碳钢。

低碳钢与铝合金力学性能对比

Comparison of low carbon steel and aluminum alloy properties

材料

密度/(kg/m3)

弹性模量/GPa

屈服强度或0.2/(N/mm2)

抗拉强度/(N/mm2)

伸长率/%

耐氯盐、硫酸盐腐蚀性

低碳钢

7850

206

235～420

375～680

25～30

欠耐腐蚀

铝合金

2700

70

70～530

130～610

8～25

耐腐蚀

1.2

变为 0.02。

铝合金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界限破坏
钢筋混凝土梁的合理破坏模式为适筋梁破坏，其特

为防止纵向受拉铝合金筋屈服前，受压区混凝土

征为受拉钢筋先屈服，受压区混凝土再达到抗压强度。

边缘纤维达到极限压应变，受压区混凝土先压碎，即

文献[10]和文献[11]的铝合金筋混凝土受弯构件试验结

为防止发生“超筋破坏”，参照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

果表明，铝合金筋混凝土梁主要发生黏结破坏和弯曲破

规范》[17]，并基于平截面假定和界限破坏时的应力、应

坏，其中黏结破坏的特征为端部锚固破坏，而弯曲破坏

变水平，规定此种界限破坏时的相对受压区高度b 为

的特征为铝合金筋拉断失效或受压区混凝土压溃失效。

b =

对于端部锚固破坏，文献[11]通过对铝合金筋与


xb
= 1 cu =
h0  cu   a

混凝土黏结性能的试验研究，发现光圆铝合金筋的黏

1 cu

 0.2

 cu 

Ea

1

1  0.2
Ea  cu

(3)

结强度仅由胶着力构成，与光圆钢筋相比略小；但是

式(3)中，cu 为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取为 0.003 3[17]；

当铝合金筋混凝土梁中的受拉铝合金筋两端有可靠的

0.2 为铝合金筋的名义屈服强度设计值；Ea 为铝合金

锚固时，可保证铝合金筋与混凝土共同协调工作。

筋弹性模量，取为 70 GPa。考虑到铝合金筋的应变强

对于弯曲破坏，其与钢筋混凝土梁适筋破坏相近，

化系数 n 较高(20 以上)，应力-应变曲线接近理想弹塑

但是由于铝合金筋屈服后强化及延伸率均较低，当混

性模型，因此取铝合金的名义屈服应变a=0.2/Ea。

凝土梁中铝合金筋达到名义屈服强度后，荷载会迅速

1.3

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

达到极限荷载，裂缝和挠度也急剧增大，最终导致受

已有的铝合金筋混凝土梁试验结果表明，沿梁高

拉纵筋较早断裂，即发生“少筋破坏”。这种破坏模式

度方向的平均应变可以认为基本呈线性关系，因此进

为脆性破坏，在设计中应予以避免。

行铝合金筋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仍可以采用平截面假

为防止受拉区混凝土开裂退出工作后，纵向受拉
铝合金筋由于配筋较少而迅速达到屈服甚至超过极限
拉应变，即为防止发生“少筋破坏”，参照现行《混凝
[17]

土结构设计规范》

，并基于平截面假定及铝合金材

料的力学性能特征，规定此种界限破坏时的相对受压

定，参照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17]，计算时不
考虑混凝土抗拉贡献。
当铝合金筋屈服同时受压区混凝土边缘纤维达到
极限压应变，即发生“适筋破坏”时的正截面抗弯承
载力计算简图如图 2 所示。

区高度a 为

a =

xa

1 cu
1
= 1 cu 

h0  cu   a  cu  0.02 1  0.02

(2)

 cu

式中：xa 为发生界限破坏时混凝土受压区高度；h0 为
截面有效高度；1 为受压区高度与实际受压区高度的
比值，当混凝土强度不超过 C50 时，取1=0.8[17]。
式(2)中，考虑到结构用铝合金筋的延伸率较低，
根据文献[10]中试验结果，偏于安全取其受拉极限应

图2
Fig. 2

铝合金筋混凝土梁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简图
Calculation of flexural capacity of normal section of
aluminum alloy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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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和高度；xa 为混凝土实际受压区高度；a 为受拉

根据力平衡和变形协调，有：

1 f c bx   a Aa

(4)

xa

 cu
x
=
= cu =
n
h0  xa 1h0  x  a 
  
a
 0.002  a 
Ea
  0.2 

(5)

铝合金筋应力，取a=0.2；Aa 为受拉铝合金筋截面面
积；Mu 为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设计值。
目前中外对铝合金筋在混凝土结构中的应用研究
极少，仅有文献[10]和文献[11]中介绍了共 9 个铝合金

则铝合金筋混凝土梁正截面抗弯承载力可按下式
进行计算：

筋混凝土梁的抗弯承载力试验，采用的铝合金筋型号
均为 6061-T6。采用式(6)、式(7)计算文献[10]和文献[11]
的铝合金筋混凝土梁正截面抗弯承载力 Muc，并与试

x

M u =1 f c bx  h0  
2


(6)

验值 Mut 进行对比，结果如表 2 所示。计算时均采用
材料强度的试验值，未考虑材料的抗力分项系数。若

且 x 应满足以下条件：

x<ah0，即发生“少筋破坏”，铝合金筋拉断破坏，此

a h0 ≤ x ≤  b h0

(7)

时可取a=0.2 并代入式(4)重新计算受压区高度 x；若

式中：1 为等效混凝土抗压强度与混凝土轴心抗压强

x>bh0，即发生“超筋破坏”，铝合金筋应力a 未达到

度的比值，当混凝土强度不超过 C50 时，取1=1.0；

名义屈服强度，此时受压区高度 x 可联立式(4)和式(5)

fc 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b 和 h 分别为梁截面

近似计算。

表2

受弯构件承载力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Tab. 2 Comparisons between predicted and experimental values of beam bearing capacity
文献
出处

[10]

梁编号

0.2

混凝土
fck
等级 /MPa

/MPa

受拉 受压
纵筋 纵筋



a

b

受拉纵
筋应变

Mut
/(kN·m)

Muc
/(kN·m)

Mut/Muc

试验破坏 计算破坏
模式
模式

AC1

C30

24.3

362.1

3Φ8 2Φ8 0.106 0.113

0.312

0.007

8.8

9.1

0.97

少筋

少筋

AC2

C30

24.3

362.1

3Φ8 2Φ8 0.106 0.113

0.312

0.007

9.2

9.1

1.01

少筋

少筋

AC3

C30

24.3

362.1

3Φ8 2Φ8 0.106 0.113

0.312

0.007

9.0

9.1

0.99

少筋

少筋

0.312

0.007

15.6

17.2

0.91

适筋

适筋

AC4

C30

24.3

362.1

6Φ8 2Φ8 0.213 0.113

AC5

C30

22.3

362.1

6Φ8 2Φ8 0.232 0.113

0.312

0.007

—

17.0

—

锚固

适筋

AC6

C30

22.6

362.1

6Φ8 2Φ8 0.229 0.113

0.312

0.007

16.4

17.0

0.96

弯剪

适筋

AACB1a

C50

48.5

362.1

4Φ8 2Φ8 0.071 0.113

0.312

0.007

11.8

12.4

0.96

—

少筋

[11] AACB1b

C50

40.8

362.1

4Φ8 2Φ8 0.084 0.113

0.312

0.007

11.2

12.3

0.91

—

少筋

AACB2

C50

40.8

362.1

3Φ8 2Φ8 0.063 0.113

0.312

0.007

8.8

9.3

0.95

—

少筋

平均值

0.96

标准方差

0.036

表 2 的对比结果表明，按照式(4)～式(7)计算的铝

式中：cr 为构件受力特征系数；为裂缝间纵向受拉

合金筋混凝土梁正截面抗弯承载力与试验值十分接近，

筋应变不均匀系数；s 为纵向受拉筋应力；Es 为纵向

计算预测的破坏模式也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试验值与

受拉筋弹性模量；cs 为纵向受拉筋的保护层厚度；te

计算值比值的平均值为 0.96，且具有较小的离散系数。

为按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筋配筋

综上，按照式(4)～式(7)计算铝合金筋混凝土梁正
截面抗弯承载力是可行的。

相对黏结特性系数i 有关。

2 受弯构件的裂缝计算
2.1

将式(8)用于计算铝合金筋混凝土梁的裂缝宽度
时，由于铝合金筋与钢筋的弹性模量、黏结特性和延

裂缝计算公式
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17]按照式(8)计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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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率等的区别，需要对式(8)中的、deq 等参数进行全
面修正。然而由于目前中外相关研究极少，参考现行

筋混凝土梁的最大裂缝宽度，即

max = cr

率；deq 为纵向受拉筋的等效直径，其大小与受拉筋的

 te 

(8)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17]，拟初步采用如下规定，
以对铝合金筋混凝土梁的最大裂缝宽度作定性分析。

铝合金筋混凝土在地铁工程中的应用探索

1) 裂缝间纵向受拉筋应变不均匀系数仍按照现
行规范取值。

替换的铝合金筋数量为钢筋数量的 2.54 倍时可保证铝
合金筋混凝土梁的裂缝宽度与普通钢筋混凝土梁的裂

2)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铝合金筋与混凝土的黏
结性能比钢筋与混凝土的黏结性能差，因此，参考现
行规范中光圆钢筋相对黏结特性系数的取值i =0.7，
近似取光圆铝合金筋与混凝土黏结系数i =0.5。
3) 式(8)中s/Es 反映的是受拉筋的应变，对于普
通钢筋 Es 为常数，对于铝合金筋，虽然其应力-应变
曲线具有非线性，但由于其应变强化系数较高，应力应变曲线接近理想弹塑性模型，在应力比(即受力筋应

缝宽度相同。

3
3.1

耐腐蚀性及经济性设计
耐腐蚀性估算
文献[1]通过试验模拟对地下水中的氯离子渗透

至混凝土中达到开始对钢筋锈蚀产生影响的临界浓度
及其所需的时间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回归试验数据给
出了关于钢筋腐蚀寿命的预测公式：
C  at b

力与屈服强度之比)不超过 1.0 时，铝合金筋的应变仍

(11)

式中：C 为界限氯离子含量；t 为达到极限氯离子浓度

可按照弹性计算。
为了定性比较铝合金筋混凝土构件和钢筋混凝土

的时间；a 和 b 为待定系数。在水中氯离子浓度为

构 件 裂缝 宽度 ， 以地 铁车 站 顶纵 梁设 计 常用 主筋

350 mg/L 和室温 20℃干湿交替养护的条件下，通过试

HRB400 钢筋和等强替换的 7A04-T6 铝合金筋(名义屈

验回归得 a=0.013 56，b=0.20 962。

服强度不小于 400 MPa)为对象，分别计算两者在同等

根据式(11)，对于干湿交替环境下的地铁车站顶

受拉钢筋应力比下的裂缝宽度。计算时，保护层的厚度

纵 梁 结构 ，氯 离 子扩 散至 外 层钢 筋并 达 临界 含量

Cs 取 50 mm，配筋率te 取 1.56%，并假定受拉钢筋直径

0.1%[18]时，需要 37.8 年，也就是说在地铁结构设计使

相同，取 32 mm。计算结果表明，同等受拉钢筋应力比

用年限的后续 2/3 时间段内，钢筋会开始腐蚀并逐渐

条件下，
铝合金筋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约为钢筋混凝

变得显著。
文献[12]通过耐腐蚀性能试验测得在氯盐溶液中

土构件的 4.81 倍，远大于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裂缝。

基于等裂缝宽度原则的铝合金筋与钢筋的
替换关系

浸泡 8 d 时，铝合金筋和钢筋采用失重法按照腐蚀深

为保证结构安全和耐久性要求，进行钢筋替换时

表明在氯盐溶液中腐蚀相同深度的铝合金筋所需时间

除遵循等强度的原则，更需要遵循裂缝宽度相等的原

约为钢筋的 20 倍。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以断定采用

则。当要求裂缝宽度相同，并按照等强原则且采用等

铝合金筋混凝土可以保证地铁工程结构在设计使用年

直径替换时，有：

限内不发生耐久性破坏。

2.2


  cr

 
 cr



s
Es

a
Ea

1.9c  0.08 d
1.9c  0.08 d
s

s
eq

 tes

s

a
eq

 tea


=1


3.2
(9)

合金配筋方式以及采用铝合金筋和钢筋组合配筋方式

式求解可得：

s
na Ea 1.9cs  0.08 d eq

 tes

a
eq

 tea

s

 =1


按照裂缝控制要求对顶板纵梁进行设计，原设计方案
(10)

令 na / ns=m，代入上式即可求出替换所需的铝合金筋
根数。本例计算时，保护层的厚度 Cs 取 50 mm，钢筋
的配筋率  tes 取 1.56%，并假定受拉钢筋直径相同，取

 tea =m  tes

的经济性进行对比分析。该地铁站顶板纵梁的截面尺
寸为 1 200 mm × 1 800 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5。

当原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直径和根数均为已知时，

32 mm，则铝合金筋的配筋率

普通钢筋会引起工程造价的上升。以某地铁车站顶板
纵梁为例，将对采用普通钢筋配筋方式、全部采用铝

设钢筋和铝合金筋的根数分别为 ns 和 na，代入上

s s

地铁工程中的经济性设计
由于铝合金材料的价格较高，采用铝合金筋代替

 s As = a Aa


n E 1.9c  0.08 d

度表征的腐蚀速度分别为 0.031 mm/a 和 0.772 mm/a，

。计算可得当

全部采用普通钢筋，其截面配筋如图 3(a)所示。为方
便计算，对于全部采用铝合金筋的配筋方式和采用最
外侧布置铝合金筋、内侧布置普通钢筋的组合配筋方
式，将原设计方案相应位置的普通钢筋替换成等直径
的 7A04-T6 铝合金筋，并根据式(10)计算替换的铝合
金筋根数，则全部采用铝合金筋和组合配筋的结果分
别如图 3(b)和图 3(c)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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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配筋方案，其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均为 50 mm，相邻

图3
Fig. 3

3 种配筋方案的截面图

Cross-sections of three types of reinforcement configurations

按照混凝土价格 300 元/m3、普通钢筋价格 4 200 元/t、
密度 7 850 kg/m3、铝合金筋平均价格 15 000 元/t、密度
3

2 700 kg/m 计算，对图 3 所示的 3 种配筋方案的造价

Tab. 3
配筋方案

界限破环的相对受压区高度以及正截面抗弯承载力的
计算表达式，并用现有试验数据对表达式进行了验证，
结果表明提出的表达式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2)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铝合金筋混凝土梁的最

进行对比核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两排受力筋的净距均为 d，即 32 mm。

大裂缝宽度的计算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同等

造价对比(单位长度：1m)

Cost comparison (Unit length: 1 m)

元

条件下铝合金筋混凝土梁的最大裂缝宽度远大于等钢
筋混凝土梁，因此在采用铝合金筋替换钢筋时应以裂

材料

总价

造价对比

缝宽度相等的原则。

混凝土

钢筋

铝合金筋

普通钢筋

1 555

1 219

0

2 774

1.0

3)处于腐蚀性环境中的地铁工程，采用铝合金筋

全部替换

1 555

530

2 116

4 201

1.5

替换钢筋以解决钢筋锈蚀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组合配筋

1555

1 087

423

3 065

1.1

但是单独使用铝合金筋会造成造价大幅上涨，基于此，
提出了采用组合配筋的思路。

从表 3 可以看出，与普通钢筋的配筋方式相比，

4) 现有针对铝合金筋在混凝土结构中应用的研

采用铝合金全部替换钢筋的配筋方式单位长度的造价

究尚不完善，尤其针对铝合金筋与混凝土的黏结滑移

增加了 50%，经济性较差，此外这种方式还容易造成

特性、裂缝宽度以及组合配筋方式等方面需要进一步

配筋过密、混凝土浇筑困难以及施工工作量增加过多

研究。

等问题，替换效果较差，不建议采用。而采用组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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