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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主要是以长江上某主跨 360m 长的斜拉桥为背景，对于斜拉桥的抗火性能进行研究。
方法 使用大型有限元软件 ANSYS 对其进行油罐车火灾数值模拟，分析了斜拉桥典型的火灾
场景发生时不利的车辆荷载，利用特定尺寸的油罐车升温曲线对斜拉桥的主要构件进行升温，
得出斜拉索和主梁内部的温度场，将温度场作为体荷载施加在桥梁上，对斜拉桥整体进行热
力耦合分析。
结果 得出在 1m 直径的油罐车在桥梁跨中追尾起火时，波及到 6 根无保护钢索的情况下，整
个桥梁的耐火时间是 600 秒。
结论 斜拉桥在大型的油罐车火灾中耐火时间并不长，可为斜拉桥耐火分析和防火设计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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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斜拉桥以跨越能力大、结构轻巧新颖、节能省材等优点迅速成为现在桥梁工程中发展最
快、最具有竞争力的桥型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斜拉桥也逐渐成为交通运输不可缺少
的重要通道。由于交通运输量的大幅度增高也导致车辆火灾事故随之上升。对于大多数的桥
梁火灾来说，车辆所引起的火灾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包括大型货车，公共汽车和火车。其中，
运输易燃易爆的油罐车一旦发生火灾，将对桥梁结构的造成极大的威胁，尤其是大型的斜拉
桥，作为交通咽喉，火灾后，就势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对其的使用，交通拥堵，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大型斜拉桥受到有些严重的火灾之后，会给修理带来极大的难度，
有的损伤甚至根本无法修复。
对于油罐车火灾这种极端方式来讲，在桥梁上发生火灾的案例比比皆是，造成的后果非
常严重。2009 年 7 月 15 日晚上 8:30，在美国底特律的 I-75 公路上发生了一起汽油油罐
车火灾。是一位 27 岁的年轻人开车撞上一辆油罐车，导致油罐车起火，火势非常严重仅仅

15 分钟后，就导致上部的 Nine Mile Overpass 部分坍塌（图 1）。2002 年 1 月 5 日，一
辆油罐
车和一个轿车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I-65 桥下碰撞起火，导致油罐车司机死亡，桥梁
发生严重损坏，其中钢梁发生变形，桥墩混凝土爆裂。

（a）火势凶猛，浓烟滚滚

（b）火灾导致桥梁部分严重坍塌

图 1 美国底特律的 I-75 公路发生的油罐火灾后果严重

上述油罐车火灾的部分案例可以看出，油罐车火灾对于桥梁来讲存在巨大的威胁。对于
本文所研究的斜拉桥也有一些火灾频繁的发生，虽然未导致斜拉桥的坍塌，但是其安全隐患

是不容忽视的。上海徐浦大桥就在短时间内曾经发生两次火灾：2008 年 7 月 4 日，上海徐
浦大桥上一辆卡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燃烧。一辆装载着成品纸筒的卡车在徐浦大桥由浦西
往浦东行驶，行驶到大桥中央路段时，突然起火燃烧，由于卡车上装载的是成品纸筒，导致
火势蔓延迅速，黑烟滚滚，火势非常猛烈，当 5 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时，将明火基本扑灭[1-3]。
在时隔两年之后，2011 年 5 月 3 日，在上海市徐浦大桥内圈主桥面上，一辆运载二甲苯的
槽罐车发生自燃，导致桥面车道暂时封闭。消防部门迅速赶到现场，扑灭了位于车头部位的
大火，并对罐体实施了冷却，因此火势没有波及到罐体，没有使火势进一步蔓延（图 2）。
2007 年 3 月 17 日，两个学生校车和一个运椰子的卡车在 Mescals 桥上相撞起火，导致一
个拉索失效（图 3）。在国内方面，例如武汉天兴洲大桥，建成并顺利通车后根据设计可以
并排跑四列火车，如果火车中的可燃物爆炸起火，非常可能对整个大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对桥梁结构及其构件进行耐火性能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图 2 二甲苯的槽罐车发生自燃

图 3 火灾导致一根拉索失效

1. 斜拉桥整体火灾场景分析
1.1 工程概况
本章以主跨为 360m 长的长江上某斜拉桥为背景，此长江大桥全长 1000 多米，宽 30.6
米，主跨为 360m，边跨为 174m，桥宽为 28m，索塔总体高度为 162m，系三跨双塔双
索面漂浮体系斜拉桥，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平等钢绞线斜拉索体系，造型美观，线条简
洁明快，待装饰和灯饰工程建成后，将成为万里长江上的又一道壮丽景观。本文以此桥为背
景的利用大型的有限元软件 ANSYS 对斜拉桥的整体进行模拟分析。采用有限单元法对斜拉
桥整体进行静力分析。本文斜拉桥的模型结构尺寸全桥模型中，共有 7568 个关键点，
587362 个节点，3098098 个单元。本桥左端仅仅给予竖向和横向的平移自由度约束，桥
的右端给予横向和竖向的平移自由度约束，索塔底部完全约束，刚性的横梁在索塔处基于横
向和竖向约束，索单元和梁单元之间给予完全的铰接约束。本斜拉桥模型采用了每个节点之
间划分 10 个网格，全桥划分了 435620 个网格。此斜拉桥建立模型的所选择的单元以及
材料参数如表 1 和表 2 所示，本文所建立的整体模型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表 1 模型的单元选择
构件类型

主梁

次梁

上索塔

中索塔

下索塔

斜拉索

单元选取

Beam189

Beam189

Beam189

Beam189

Beam189

Link10

表 2 模型的材料参数
构件类型

主梁
3.5e1

次梁
10e1

上索塔

中索塔

下索塔

斜拉索

5

3.5e10

3.5e10

3.5e10

1.9e10

泊松比

0.17

0

0.17

0.17

0.17

0.25

密度(Kg/m3)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1200

弹性模量(N/m2)

0

图 4 某长江大桥

图 5 斜拉桥整体模型图

1.2 斜拉桥潜在的火灾场景分析
对于斜拉桥的火灾来讲，首先讨论三个非常典型的火灾场景：第一类为油罐车火灾发生
在斜拉桥的跨中位置；第二类为油罐车火灾发生在斜拉桥的端部位置；第三类为油船与斜拉
桥的桥墩相撞起火，具体的火灾发生的三种情况如图 6 所示。

图 6 斜拉桥不同的火灾场景

通常情况下，对于斜拉桥下的火灾来讲，由于梁体量大，为梁变形或破坏提供足够多的
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桥下的交通可以停止，关于梁破坏的修复工作也容易进行，所以大跨
度斜拉桥在火灾源通过桥下时，显得更加安全。本文研究的火灾场景是发生在斜拉桥上的。
斜拉桥的跨中位置相对于其他位置的应力和位移都是最大的。主梁上的节点的位移，离索塔
越近，数值越小；应力是主梁的截面的上端和下端比较大，靠近索塔的部分比较大。索塔上
部的位移基本为零，如果忽略油的流动性，跨中可以看做是本桥的较为危险的位置。越远离
索塔的拉索，所受的轴力和轴向应力越大，所以火灾导致其断裂或松弛，对整个斜拉桥的承
载力会造成相对严重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火灾场景是跨中发生火灾时，整个斜
拉桥的耐火时间。

2. 油罐车火灾下斜拉桥主要构件温度场分析
2.1 火灾场景基本假设
根据前文中得出的结论，可以为本章油罐车火灾下斜拉桥耐火性能分析和计算得出一个
最危险的火灾场景，本文的合理假设如下：第一，当油罐车在斜拉桥上相撞发生火灾时，发

生的位置为斜拉桥的跨中，此位置一旦破坏对斜拉桥的通载能力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第二，
使用特定尺寸的油罐车升温曲线进行升温，火灾下斜拉桥跨中最脆弱的位置是斜拉索，同时
对斜拉桥和预应力混凝土主梁进行升温。第三，由于拉索的保护层熔点过低，本文忽略斜拉
索外面的保护层。第四，本文不考虑风向对室外火灾的影响。第五，根据每一个拉索的间距
和本文采用的油罐车规格，可以估算出如果油罐车爆炸或者相撞起火，至少能波及的拉索的
数量为 6 根。 基于以上假设，斜拉桥跨中其中一个车道的 6 根斜拉索，根据油罐车火灾下
所得的温度场进行升温，将温度以体荷载的形式加在这 6 根索上，对于斜拉桥进行热.结构
耦合计算分析，从而分析出整个斜拉桥在火灾中所受到的影响。
基于更接近油罐车火灾的实际考虑，统一假设 T0 =20℃。油罐车火灾的升温曲线取决
于油量的多少，本文采用中北大学做过油罐车火灾数值模拟[16]，一个长、宽、高分别为 24m、
19m、27m 的长方体油罐用 FDS 模拟，得出无风条件下升温曲线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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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特点尺寸油罐车升温曲线

2.2 热分析参数的确定
本文采用 Lie 按分段式给出了钢材的热膨胀系数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式来计算普通钢材
高温下的热膨胀系数。本文采用贾玉莲等人[16]研究给出的钢材导热系数 (W·m-1 ·℃-1)，表
达式如(c)和(d)来计算高温下钢材的导热系数。本文采用 Lie 把钢材的比热容 Cs( J·m.3·℃-1)
和容重放在一起，用分段式给出与温度 T 的关系式(e)来表示并计算高温下钢材的比热容。
钢材的容重随温度变化较小，一般取值为  s  7850kg  m 。钢材的化学组分及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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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钢材的泊松比影响较小[4-7]，在常温下其值约为 0.27～0.3。本文采用 Lie 给出的混凝土
导热系数( c )(W·m.1·℃.1)与温度 T 的关系式来计算混凝土的导热系数。本文采用 EC4 给
出的普通混凝土比热容(J·m.3·℃-1)表达式来计算高温下混凝土的比热容。 计算时，通常
可以把混凝土的密度看作常数，取
性模量和本构关系[8-10]。

 c  2300kg  m -3 ,图 8 和图 9 分别表示的是混凝土的弹

图 8 不同温度下受压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图9 不同温度下受拉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2.3 斜拉索温度场分析
首先进行基本假定，假设钢索为无保护且各向同性材料，各个方向的热传导系数相同。
其次，构件内部没有热生成。假设钢索四面受火，可以近似地认为温度沿构件的长度方向不
发生变化，故可将其简化为沿截面的二维温度场问题来分析[11-15]。本文采用 Solid 3D Quad
4node 55 单元，钢索直径为 0.0618m，钢索的面积为 0.012m2，网格采用自由划分的方
式。
热辐射和热对流同时存在于构件表面，受火面对流换热系数 取 25W•m-1•℃-1 ，综合
辐射系数取 0.7，选择钢索的中心一点为观测点，初始条件为所有节点的温度为 20℃，由

于是油罐车火灾，所以采用本文的油罐车升温曲线斜拉索进行升温，升温时间为 210s，时
间步长为 1s。普通钢材的高温下的比热容、导热系数符合 Lie 公式标准，钢索的密度取

  1200 Kg / m3 。图 10(a)、(b)、(c)、(d)分别为 t=150s、t=170s、t=190s、t=210s
时无保护钢索的温度场分布云图，图 11 为各观点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

(a) t=150s 时截面温度场分布云图

(b) t=170s 时截面温度场分布云图

(c) t=190s 时截面温度场分布云图

(d) t=210s 时截面温度场分布云图

图 10 各时刻无保护钢索截面温度场分布云图

图 11 各时刻钢索截面观测点温度—时间关系曲线

2.4 斜拉索温度场分析
本文根据斜拉桥整体模型建立混凝土梁的模型，截面为矩形。首先进行基本假定，假设
混凝土梁各向同性材料，各个方向的热传导系数相同。其次，混凝土中水分蒸发的影响忽略
不计，构件内部没有热生成。假设混凝土桥面受火，可以近似地认为温度沿构件的长度方向
不发生变化，故可将其简化为沿截面的二维温度场问题来分析，采用 Solid3D Quad 4node
55 单元，混凝土梁高 H  3.5 m，梁宽 B  1.6 m，混凝土的导热系数、比热容和密度取
值分别为 Lie 标准公式取值。热辐射和热对流同时存在于构件表面，受火面对流换热系数 取
25W•m-1 •℃-1，综合辐射系数 取 0.7，选择混凝土主梁的图 4.7 所示观测点，初始条件为
所有节点的温度为 20℃，由于是油罐车火灾，所以采用油罐车标准升温曲线混凝土主梁进
行升温，升温时间为 4500s，时间步长为 1s。图 12(a)、(b)、(c)、(d)分别为混凝土主梁
模型和 t=1500s、t=3000s、t=4500s 时混凝土主梁的温度场分布云图，图 13 为在油罐
车升温曲线下混凝土主梁观测点各时刻升温曲线图。

(a) 混凝土主梁截面网格划分图

(b)t=1500s 时截面温度场分布云图

(c) t=3000s 时截面温度场分布云图

(d) t=4500s 时截面温度场分布云图

图 12 各时刻有保护钢索截面温度场分布云图

图 13 各时刻混凝土梁截面观测点温度-时间曲线图

从图 11 中可以看出，混凝土的本性为热惰性材料，由于热传导系数较低，虽然忽略了
混凝土中的自由水、结合水的物理化学反应的情况，但是其升温曲线依然十分缓慢，在
6000s 时，观测点的温度才达到 150℃，相对于钢材来说，混凝土材料是良好的抗火材料。
所以在斜拉桥面上发生火灾时，混凝土梁相对于短时间升温迅速的钢索来讲，在这段时间里，
基本不会造成类似坍塌等巨大的破坏。

3. 油罐车火灾下斜拉桥耐火性能有限元分析
3.1 模型单元的转换和材料属性的定义
在 ANSYS 分析计算中，利用间接法对斜拉桥进行热.结构耦合计算，受火钢索在结构分
析中的单元转换为 Link33，该单元为三维实体索单元，具有四个节点，每个节点上有三个
自由度。混凝土的单元类型转换为 Solid65，该单元为三维实体单元，具有八个节点，每个
节点有三个自由度。钢材的热膨胀系数、屈服强度和弹性模量取值分别为 Lie 的标准公式所
得。钢材的泊松比取常数 s  0.283 。斜拉桥的模型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分析模型整体单元转换情况

3.2 加载求解与分析结果
对斜拉桥的钢索和混凝土主梁跨中部分进行热-结构耦合分析，首先要通过传热分析得
到钢索和主梁随时间变化的温度场，在前文已经对温度场分布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然后对
钢索和主梁进行结构分析，将前文中求得的节点温度作为体荷载施加到斜拉桥整体模型的钢
索部分和混凝土主梁上；先对构件进行静力分析，然后分多个荷载步读入热分析结果文件来

实现温度荷载的施加。对于钢索来讲由于材料特性和一定的垂度，高温下必然导致先松弛后
断裂。下面图 15 中的(a)、(b)、(c)、(b)、(e)、(f)为分析结果火灾下斜拉桥整体位移云图。

(a) 火灾发生30s整体位移云图

(c) 火灾发生300s整体位移云图

(e) 火灾发生600s整体位移云图

(b) 火灾发生150s整体位移云图

(d) 火灾发生450s整体位移云图

(f) 火灾发生700s整体位移云图拉索断裂

图 15 不同受火时刻斜拉桥整体位移云图

根据上述云图可以清晰的看出，由于油罐车火灾发生时间短，温度升高迅猛这个特点，
跨中钢索在短时间内受火不至于断裂，随着时间的推移，钢索首先松弛变形。火灾下松弛对
主梁线形影响明显，主跨跨中挠度及边跨跨中反拱都会变化。受火拉索的松弛除了对主梁整
体线形有影响外，在自身锚固于主梁位置附近影响会更大。由于拉索的松弛，主梁失去在相
应位置处的弹性支承，在不利荷载的作用下，跨中位置附近出现向下的挠度，以主梁的跨中
位置作为观测点。图 16 斜拉桥火灾下主梁跨中位移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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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斜拉桥火灾下主梁跨中位移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从图16中可以看出，火灾下斜拉桥跨中变形比较明显，在火灾初期，斜拉索松弛过程
中，桥梁的跨中顶轴向位移有着明显的加大，随着钢索的高温下的材料特性和火灾的进一步
发展位移有所加大。在受火150s时柱顶轴向位移变化达到52.0093cm，主梁的变形开始加
速，当受火时间达到450s时，跨中位移达到58.2236mm，当受火时间达到600s时，
62.7393cm。根据规范，跨中挠度消除自重产生的长期挠度之后，不可以超过计算跨径的
L/600，而火灾持续10分钟时，受火斜拉桥在短期荷载内，挠度已经达到62.7393cm，已
经超过了跨中的极限挠度。在受火时间达到700s时，钢索已经达到极限强度，可以近似认
为拉索断裂，位移达到67.9038cm。以上分析还表明，引起桥梁跨中位移不断增大主要有
两方面原因：一是随着受火时间的延长和温度的不断升高，钢索松弛软化，材料的弹性模量
和承载力不断下降；二是由于温度的升高，钢索产生热膨胀，从而导致跨中位移不断增加。
最后导致断裂，此时斜拉桥处于危险状态。

4. 结语
(1) 利用有限元软件建立了斜拉桥整体模型，分析计算了常温下的斜拉桥整体受力情况，
分析结果为成桥阶段斜拉桥各部分的显示结果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跨中位移和拉索的轴向
应力是最大的。此后，进行了两类火灾场景的分析和加载，得出模拟结果为跨中发生火灾时，
车辆以静载的形式施加为最不利的情况。
(2) 在实际环境下，斜拉桥受力性能非常复杂，周围的工况也非常复杂。本文建立的
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简化与实际中的斜拉桥有一定区别，文中的主梁、索塔和斜拉索均为理想
的弹塑性材料，由于实际的斜拉索和混凝土材料的复杂性、对材料的弹性模量的变化、泊松
比的变化等情况难以掌握。模型的主梁和索塔采用矩形截面进行模拟，故受力性能与实际桥
梁会有一定的差别。
(3) 本文假设的火灾场景当中施加的是车辆静载，此为发生油罐车火灾实际情况中的一
种，同时也未考虑室外火灾由于风速和风向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影响，这些在今后的研究中有
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分析。
(4) 本文对斜拉索和混凝土主梁的温度场进行研究，假设了温度沿构件的长度方向不发
生变化，将其简化为沿截面的二维温度场问题来分析。但在实际火灾情况下，由于着火点的
位置不同，温度沿构件长度方向是变化的，故应该对构件的三维温度场情况进行分析。考虑
温度沿构件长度变化的三维温度场分析，情况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

(5) 本文所采用的特定类型油罐车的升温曲线，实际油罐车火灾情况和油量有着很大的
关系，所以本文研究的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对于类似火灾场景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以重庆
市马桑溪大桥作为基本背景研究，所以油罐车油量和规格建议按照重庆市车辆统计数据来进
行确定，根据分析情况对一定规格的油罐车限时限辆通行。
(6) 本文对高温下斜拉桥的耐火性能研究，根据油罐车的尺寸和拉索的间距假设波及到
6 根索的情况，但实际室外燃烧的情况复杂，伴随着升温和降温的过程，也很可能波及到其
他较冷却的钢索和突发情况，油罐车中的易燃易爆的液体有可能流到主梁下面，这样对主梁
的破坏就更加严重，所以在发生此类火灾时，消防车灭火并不能保证安全，桥梁有可能坍塌，
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建议消防机构在大型的斜拉桥发生火灾时，在桥下启动消防船来进行
扑救工作。进一步为制定火灾应急预案和多灾害研究提出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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