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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ＡＮＳＹＳ的梁结构有限元分析
王中要，郭秀文
（河南省新开元路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市４５００１６）

摘要：在桥梁结构中，固支梁结构是最常用的结构。利用大型有限元分析软件ＡＮＳＹＳｌＯ．０对固支梁受集中
载荷工况时进行有限元分析，通过分析比较在横截面积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宽高比矩形截面与工字形截面梁的变形
及应力变化情况，通过比较得出在截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宽高比决定了梁的刚度和强度，同时得出工字形截面梁比矩
形截面粱的强度和刚度更好。此研究为优化桥梁设计，节省工程材料提供方法和参考．
关ｔ词：桥梁；梁结构｝有限元分析；结构；应力

梁结构是工程上一种较为常用的结构，尤其

忱

，

在道路桥梁、建筑设计中更是常见［１］。随着材料

Ｉ

，Ｉ

科学和桥梁施工工艺的发展，现代桥梁结构向大
跨径、轻型化和柔性化方向发展，这就对桥梁的结

￡

／

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桥梁结构的各
种力学性能进行计算与分析，如静力特性、强度、
圈ｌ同支梁工况示意

刚度与变形等【２］。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方法的
发展，用数值分析的方法进行此类问题的计算，可

在分析过程中，比较矩形截面梁与工字形截面

以节省大量的时间１＂３，４３。目前最为有效的数值方

梁受集中力作用下的变形量。其中矩形截面梁的截

法是有限元法［５］。ＡＮＳＹＳ是大型通用有限元软

面尺寸由宽高比决定，工字形截面梁的几何形状如

件，被广泛地应用于房屋、桥梁、大坝、隧道以及

图２所示，具体参数见表１。

地下建筑物等工程，它具有强大的前后处理及计
算分析能力Ｃ６，７３。
文中运用ＡＮＳＹＳｌＯ．０对固支梁受集中载荷工
况时进行有限元分析，得到了固支梁在受到集中载
荷时，梁的变形情况及应力分布。在分析过程中，比

卜－

较相同截面面积，不同截面形状的梁在受到相同载
荷时的强度和刚度变化。在对梁结构设计的过程

圈２工字形梁截面几何形状

中，如何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使得梁的体积最
小、材料最省和最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裹ｌ

１有限元模型

工字形截面粱截面几何参数

ｈ／ｍｍ

ｄ／ｍｍ

ｂ／ｍｍ

截面积／ｒａｍ２

１２５

５

６５

１ ２２５

１．１分析工况
分析模型中悬臂梁两端固支，梁中间受竖向集
中载荷作用，其示意图如图１所示，集中截荷大小为
５００

Ｎ，梁长度为２ ｍ。梁的截面积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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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１２１１２１２。

１．２有限元模型

两处面积要一样

在此次分析过程中，单元类型选用ｓｏｌｉｄ ４５实
体单元。ｓｏｌｉｄ ４５单元用于构造三维实体结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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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通过８个节点来定义，每个节点有３个沿着Ｘ、
ｙ、Ｚ方向平移的自由度。此单元具有塑性、蠕变、
膨胀、应力强化、大变形和大应变能力，适合此次
分析。

对于材料模型，梁单元采用线弹性结构材料模
型，其模型参数见表２。
表２梁的材料参数
密度／（ｇ／ｃｍ

３）

弹性模量，一ＧＰａ

泊松比

２１０

０．３

７．８３

２

有限元分析及结果讨论

面积宽高之积也是1225

圈４梁有限元网格局部

２．１矩形截面梁有限元分析
此次分析，矩形截面梁的宽为４０ ｍｍ，高为
３０．６２５

ｍｍ，即宽高约比为４：３。

有限元网格的大小直接影响了计算结果的精
度。从理论上来说，网格划分得越密，越符合实际，
计算精度越高，结果越可靠。但是网格划分过密，不
可避免地增加了运算量，增加了运算时间。为了综
合考虑计算精度和计算时间，在分析时，在梁的的横
截面划分为４８个单元，长度方向划分为１００个单
元。分析模型中共有４ ８００个单元，节点数为６

３６３

个。图３为梁端面的网格图，图４为有限元离散后
梁的局部放大图。

图Ｓ梁变形分析结果

向上的变形量从中间向两端递减，最大变形量出现
在中间集中载荷处，最大变形为９．２９９

ｍｍ。

２．１．２梁的应力分析
图６显示了集中力作用过程后，梁的Ｘ方向
（长度方向）应力情况。图６（ａ）为轴侧图，图６（ｂ）为
圈３梁端面网格

俯视图，图６（ｃ）为仰视图。
由图６中可以看出，Ｘ方向上最大拉应力出现

２．１．１梁的变形分析
在梁的中间施加５００ Ｎ的集中载荷后，梁的变
形过程及最终变形情况如图５所示。

在梁的上表面的梁端和下表面的中间。Ｘ方向上
最大压应力出现在梁的上表面的中间集中载荷处和
下表面的梁端。这与假设情况相符，即在变形过程

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施加集中力后，梁开始发

中，梁的中性面以上受压，中性面以下受拉。由分析

生缓慢变形，集中力处开始向下凸，随着时间变化，

得到的最大拉应力和最大压应力的绝对值均

变形从中间向两端传递。当分析终了时，梁竖直方

为１８６ 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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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７工字形截面粱模型

圈６粟中Ｘ方向应力圈
２．１．３

圈８工字形截面粱有限元网格

矩形截面形状对变形及应力影响

当梁的横截面积不变，而宽高比改变时，梁的变
形过程及应力传播过程相似。只是梁竖直方向的最
大变形量及应力不同。不同宽高比时所得到的分析
结果见表３。
裹３不同宽膏比时分析结果
克高比

宽度

高度

截面积

ｍｍ

ｍｍ

ｍｍ２

４

ｌ

３

４０

１

ｌ

１

３５

３

ｌ

４

３０．２６５

３０．６２５

１

３５

１

４０

１

最大变形量 Ｘ方向最大

Ⅱｍ

应力／ＭＰａ

２２５

９．２９９

１８６

２２５

６．３３３

１４６

２２５

４．２４９

１１２

由表３中对比结果可以得出，缩小宽高比，可以
使梁在竖直方向上具有更好的刚度及强度。但是在
优化过程中，也应该结合工程实际，考虑梁的侧向刚

田９工字形截面受力变形

度和强度，选取最优比例。
２．２工字形截面梁有限元分析

由分析结果可知。粱的变形呈反拱形，与实际

图７是工字形截面梁的模型，图８是划分网格

情况符合。其竖直方向的变形位移量从两端向中

后的模型。长度方向划分为１００份。此模型一共４

间线性递增，在梁中间集中力处得到最大值。与矩

８００个单元，节点９ ８９８个。

形截面粱相比，工字形截面梁的竖直方向上的变形

工字形截面梁在受到中间集中载荷后，变形情

量更小，只有０．０７７

８

ｆｉｌｍ，沿长度方向上的应力更

况与矩形截面粱相似，只是分析结果有差异。工字

小，最大拉应力出现在底面中间，大小为６．０６ ＭＰａ。

形截面梁在受集中载荷作用后的有限元分析结果，

最大压应力出现在上表面施加集中载荷处，大小为

如图９所示。

１０．５ 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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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桥梁病害及倒塌事故统计分析与思考
曹明旭１，刘
（１．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擅

南京市

钊２，孟

杰２

２１００１７１２．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南京市２１００９６）

薹：当前美国的桥梁工程已由建设高峰期转入以维修加固为主的时期，对截止到２００６年美国在役桥梁与病

害桥梁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对自１８７５年以来美国桥梁倒塌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统计．并阐述了美国针对旧桥病害
及倒塌事故的对策与措施。最后，结合美国的经验教训与工程对策，对我国桥梁建设与养护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美国桥梁；病害桥梁；倒塌桥梁Ｉ养护管理；维修加固

在役桥梁病害与事故的调查分析，对桥梁养护

座，约占２５．８％。根据该数据库的基本统计数据，

管理、维修加固和新桥建设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

可绘制美国桥梁总量与病害桥梁总量的累计发展曲

意义。根据美国联邦公路局（ＦＨＷＡ）全国桥梁数

线，如图１所示，图中横坐标以每５年期为基本统计

据库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到２００６年，美国桥梁

单位，纵坐标为每５年期内的桥梁总数。

建造总数为５９６ ８０８座，病害桥梁总数为１５３

８７９

７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

簟４００
鼙３００
２００
ｌｏｏ

年份／年
圈ｌ

１９０５年～２００６年间美国桥梁ｔ设数量与病害桥梁数■曩计曲线

基金项目：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０５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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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中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线弹性固支梁
在受到梁中间集中载荷的作用时，当载荷相同，梁截面

Ｉ！ｌ ］

阿肯江托呼提．亓国庆．基于＾ＮＳＹｓ的木梁有限元静力
弹塑性分析［Ｊ］．世界地震工程，２００７，２３（３）：１５２—１５７．

积相同的情况下，工字形截面梁比矩形截面梁具有更
高的刚度及抵抗变形的能力。而对于矩形截面梁，缩

马宏，康琦．两种数值计算方法在桥梁结构计算上的
应用［Ｊ］．山西建筑，２００８，（２４）：３０９—３１０．

口］

吴炜，翁洋．吕建鸣．用ＡＮＳＹＳ对Ｔ粱和空心板粱桥
进行结构仿真分析的研究［Ｊ］．公路交通科技，２００４，

小宽高比，可以提高梁在竖直方向上的强度和剐度。

（６）：６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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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蒋汪萍 桥梁防撞设施的非线性分析 2009
船桥碰撞事故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为了减少人员财产损失，近年来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致力于船桥碰撞机理以及有效的桥梁防撞设施的
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船舶与桥梁防撞设施碰撞后，碰撞区域构件一般都将迅速超越弹性阶段而进入塑性流动阶段，并可能出现屈曲、撕裂等各
种形式的破坏或失效，因此研究桥梁防撞设施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桥梁防撞设施是一种没有动力的船体梁结构，我们研究的理论知识是用到船体梁结构的理论方法，对桥梁防撞设施进行类似于极限强度的研究
。目前，计算总纵极限强度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理想结构单元法、逐步破坏法和非线性有限元法。
随着现代力学、计算力学以及计算机技术在软、硬件方面的发展，有限元分析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计算技术方面都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通
用有限元程序和专用程序都投入了实际应用，对结构进行有限元分析所需要的费用也迅速减少。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有限元软件有
ALGOR，MSC/NASTRAN，ADINA，ABAQUS，MSC/MARC，ANSYS等，它们都提供了友好的用户界面、强大的计算分析功能和前后处理功能，并与多种图形软件
提供了接口，如UGI-DEAS，CATIA,Pro/E等。有限元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航空、航天、汽车、船舶、水利、医学和生物等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
本文在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宜昌长江大桥为工程背景，在考虑几何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因素的情况下，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通
过适当简化建立桥梁防撞设施的结构模型，作为进行动力分析的基础，计算桥梁防撞设施的自振特性，并综合考虑极限强度分析的各种因素（如结构的
残余应力、初始变形、材料的非线性性能等），使用通用有限元程序获得精确的船体梁结构的极限承载能力，以及得到桥梁防撞设施的变形情况，从而
可以对该结构进行改进。

2.期刊论文 谢桂华.冯伯林.冯大江 偏心转体施工工艺在桥梁工程中的应用与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3,26(4)
该文以苏州市南大外环西线友联运河大桥的施工为例,简要介绍拱梁组合结构桥梁偏心转体部分的设计要点、施工特点和采用普通千斤顶连续作用进
行大吨位、宽体位桥梁偏心转体施工的新工艺.实践证明,该转体方法较传统中心转体法能省去庞大的地锚工程和牵引系统;减小桥梁主跨跨径;转体时转
体单元稳定性好、施工可行、操作简便、适应面广;并能节约施工临时用地和工程经费,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3.期刊论文 李辉 桥梁T型梁结构混凝土质量控制 -广东建材2009,25(11)
通过了解施工结构的情况,确定混凝土所使用的原材料,进而据此原材料和技术要求,设计处满足要求的混凝土配合比.生产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
混凝土的入模温度,减小坍落度损失,并严格按照施工工艺施工,确保混凝土满足要求.

4.学位论文 汪光庐 整体多片式T梁结构空间分析 2002
中小跨度简支梁在高速铁路桥梁中有重要作用,大约占桥梁总数量的90﹪以上.因而,与大跨度桥相比,研究中小跨度桥梁的力学特性有特殊的意义.该
论文主要通过对秦沈客运专线整体多片式T梁桥的结构空间有限元分析,研究整体多片式T梁桥的力学性能,提出整体多片式T梁的设计计算建议.论文的第
一章主要论述了该文的研究对象,国内外同类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该文将采用的方法.论文的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该论文所研究对象的结构形式、荷载形式
以及不同的空间有限元模型介绍.在该文的第三章,详细论述了结构空间作用分析的内容.其中主要包括主梁横向分析系数、主梁正应力分析、桥面板的作
用分析.第四章详细论述了整体多片式T梁的桥面横向应力及横截面的框架效应、整体多片式T梁横向简化计算方法、横隔板的应力与作用分析以及横隔板
的刚度和间距改变对结构横向受力的影响分析等.论文的第五章是部分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开裂后的检算.最后,在该文的第六章探讨了结构改进方法,提出
了一些有关结构设计方面的建议.

5.期刊论文 叶建湘.YE Jian-xiang 裂缝对T梁结构耐久性影响及其模糊评价 -山西建筑2007,33(2)
对T梁结构裂缝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裂缝的出现对T梁结构耐久性的影响,并运用最大隶属度原则就裂缝对T梁结构耐久性的影响进行
了模糊综合评价,为桥梁的加固维修提供了参考.

6.期刊论文 邵旭东.昌颖.张阳 预应力波形钢腹板组合挑梁结构的探索性研究 -中外公路2006,26(3)
钢-混凝土组合脊骨梁是一种新型的桥梁结构形式,其钢挑梁常采用平面钢腹板,由于混凝土的收缩、徐变以及混凝土板和钢梁之间的温差效应,引起
挑梁根部混凝土板的较大拉应力.针对上述问题,该文提出在组合脊骨梁中采用预应力波形钢腹板组合挑梁这一结构形式.通过实桥背景算例,重点对比分
析了两种组合梁预应力效率、温差效应、收缩徐变等方面的力学特征.结果表明,波形钢腹板组合挑梁在力学性能、经济性、施工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
势.

7.学位论文 刘喜红 大型架桥机主导梁结构分析与研究 2007
架桥机是将预制梁片吊装到桥梁支座上的大型专用施工机械，而主导梁是架桥机的主要构件，其成本占到整台架桥机造价一半以上。在满足使用要
求的前提下，减少主导梁的制造成本、方便运输和安装是施工单位希望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此为目的展开研究。
首先在桥梁建设工地现场通过对多种主导梁类型结构架桥机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然后利用通用的大型有限元软件ANSYS，对三种主要类型
的主导梁结构进行有限元建模和数值仿真分析。通过对数值仿真分析的数据结果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得出如下结论：桥梁架设中使用贝雷桁架主导梁结
构的拼装架桥机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为克服贝雷桁架主导梁结构存在的缺陷，设计出一款新型主导梁结构，并利用ANSYS对新型主导梁结构的可行性进行了建模和数值仿真分析。从理论
上证明了该类型的主导梁结构既能克服贝雷桁架主导梁结构刚度的不足，又能发挥贝雷桁架主导梁结构性价比高的优点。
本文的研究分析，既为桥梁架设施工单位选择一款性价比高的主导梁结构类型的架桥机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架桥机的主导梁结构设计提供了一种
新的结构形式。

8.会议论文 孙寅.常绍艳.方二宝.孟凡浩 钢桥桁梁摩擦面的复合涂层防腐蚀技术 2007
本研究针对桥梁钢桁梁结构高强度螺栓摩擦面的防腐蚀和摩擦系数的要求,推荐了电弧喷铝加无机富锌漆的复合涂层,具有很好的防腐蚀性能和良好
的抗滑移系数,测试了复合涂层的附着力和抗滑移系数,试验结果表明涂层附着力和抗滑移系数均能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该摩擦面电弧喷涂复合涂层方案
值得推广应用。

9.学位论文 高志 压电智能结构对桥梁的振动控制 2007
桥梁车振是桥梁运行中的重点问题。当列车通过桥梁时，桥梁结构不仅承受静力作用，还要承受移动荷载以及桥梁和车辆的振动惯性力的作用。车
辆运行速度越高，安全问题越显突出，既要保证高速列车在桥上运行时的安全性，又要保证列车乘坐的舒适度。因此很有必要对桥梁振动控制技术进行

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压电材料作为一种新型的智能材料，以其良好的材料特性，在结构振动控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的研究工作安排为如下六章：
第一章在查阅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综述压电材料的特性以及压电材料的工程应用，尤其是在土木工程结构振动控制领域的应用，介绍了本文的主
要研究工作。
第二章分析压电材料的力学和电学性能。对其作动能力和传感能力进行了分析，得到了梁结构中压电材料的压电作动弯矩方程和压电传感方程。
第三章通过对埋入梁结构中压电材料的压电作动力矩方程进行分析，推导出压电材料埋入板梁结构及T型梁结构时其最优埋入深度和压电材料最优厚
度的显式表达式，由此推导了深度和厚度的理想取值，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了最优取值。
第四章桥梁振动系统建模。系统地介绍了车桥动力系统建模的演变过程，从简单到复杂，建立了简支桥梁在移动简谐荷载作用下的桥梁振动方程
，阐述了动力反应的时程分析方法。
第五章算例分析。提出一种新的装置，把压电智能结构应用于桥梁的振动控制中来减小桥梁的竖向振动。振动控制设计中控制策略直接决定着控制
效果，本文采用了线性二次型最优化(LQR)算法用于控制桥梁的振动。通过算例分析桥梁在移动荷载作用下的振动控制效果，验证了此方法控制桥梁振动
的可行性。
第六章全文工作的总结及展望。

10.期刊论文 黄卫兵 T梁结构体系转换中临时支座施工技术 -安徽建筑2005,12(3)
一种新的结构连续方法近年来广泛运用在公路30m～40m跨度的桥梁上,本文就其关键技术临时支座的施工进行了分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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