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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

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包括螺母、弹簧、上搁板、

上底板、支架、下底板、混凝土试件，所述支架的

下端固定于下底板上，上端依次从上底板和上搁

板穿出后与螺母螺纹连接，所述上底板和上搁板

之间设置有弹簧，所述上底板和下底板的对应位

置固定有垫条，所述混凝土试件沿所述垫条左右

对称设置于上底板和下底板之间，通过旋紧螺母

压缩弹簧施加应力，并通过上底板和下底板上的

垫条将应力传递至混凝土试件上，在混凝土试件

中间竖向位置形成一个稳定的拉应力区域。该装

置能够用于拉伸应力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混

凝土耐久性的试验，可以填补混凝土多因素耐久

性研究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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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螺母(1)、弹簧

(2)、上搁板(3)、上底板(4)、支架(5)、下底板(6)、混凝土试件(9)，所述支架(5)的下端固定

于下底板(6)上，上端依次从上底板(4)和上搁板(3)穿出后与螺母(1)螺纹连接，所述上底

板(4)和上搁板(3)之间设置有弹簧(2)，所述上底板(4)和下底板(6)的对应位置固定有垫

条(7)，所述混凝土试件(9)沿所述垫条(7)左右对称设置于上底板(4)和下底板(6)之间，通

过旋紧螺母(1)压缩弹簧(2)施加应力，并通过上底板(4)和下底板(6)上的垫条(7)将应力

传递至混凝土试件(9)上，在混凝土试件(9)中间竖向位置形成一个稳定的拉应力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底板(4)和下底板(6)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L形限位板(8)。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混凝土试件(9)为立方体试件，所述混凝土试件(9)位于上底板(4)、下底板(6)和L

形限位板(8)所限定的空间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垫条(7)为半圆柱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其特征在

于：在所述混凝土试件(9)的竖向中间位置粘贴有应变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底板(4)和下底板(6)均为矩形，所述垫条(7)的两端位于上底板(4)和下底板(6)

的长边中点，所述垫条(7)与上底板(4)和下底板(6)的长边相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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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用于混凝土劈裂抗拉应力与环境因素协同作用下多因素耐

久性试验加载装置，属于混凝土耐久性研究与测试技术领域，主要用于建筑、水利、桥梁和

交通等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土木建设工程领域的研究重点。由于耐久

性不足而导致的混凝土结构过早失效的事件屡见不鲜，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正因

为此，国家对混凝土结构的服役寿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战略性工程，比

如跨海大桥、海底隧道等，都要求有至少一百年的服役寿命。因此，研究混凝土结构在服役

环境下的损伤劣化机理，研究混凝土耐久性提升方法和评估混凝土结构服役寿命就成为近

些年来结构混凝土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0003] 进行混凝土结构在服役环境下的损伤劣化研究时，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在实验室环

境模拟实际工程环境条件下混凝土结构的损伤劣化。在进行实验室模拟时需要分析混凝土

结构在实际服役环境下遭受哪些不利环境因素影响，哪些环境因素可能会对混凝土结构产

生损伤劣化。同时，由于在实际工程中结构混凝土是在承受荷载的状态下运行的，在进行实

际工程环境条件的模拟时，不但要对环境所处的温湿度、侵蚀性介质等进行模拟，还要对工

程部位所承受的应力进行模拟。要求同时考虑工程部位所承受的应力及环境因素(温湿度、

侵蚀性介质)对结构混凝土的共同作用。

[0004] 结构混凝土在服役寿命期内承受的应力主要可以分为拉伸应力、弯曲应力、压缩

应力以及疲劳荷载所带来的疲劳应力这几种作用形式。在目前考虑应力同环境因素共同作

用对结构混凝土耐久性影响的研究，应力的作用形式主要有压缩应力、弯曲应力，相应的加

载装置及方法如CN200820031924，CN201110268840和CN201420140819。但是拉伸应力同环

境因素共同作用对结构混凝土耐久性的影响研究并不常见，究其原因在于混凝土是一种脆

性材料，直接施加轴向拉伸荷载，极易由于某些位置产生应力集中现象，而发生脆断，导致

试验失败，同时轴向拉伸加载装置设计加工比较困难，难以保证试验精度，试验结果也存在

很大离散性。这些都导致研究拉伸应力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耐久性研究比较滞后。在研

究中，常用弯曲应力来近似替代拉伸应力研究应力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目前混凝土多因素耐久性测试技术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利用混凝土劈裂抗拉试验可以间接测量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原理，以弹簧加载应力、设置拉

杆及支撑稳定系统保持被加载试件长时间处于劈裂抗拉状态，同时以应力传感器长期监测

试验过程中的应力水平，确保应力无松弛，且体积小巧便于移动的用于混凝土多因素耐久

性测试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

[0006]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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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包括螺母、弹簧、上搁板、上底

板、支架、下底板、混凝土试件，所述支架的下端固定于下底板上，上端依次从上底板和上搁

板穿出后与螺母螺纹连接，所述上底板和上搁板之间设置有弹簧，所述上底板和下底板的

对应位置固定有垫条，所述混凝土试件沿所述垫条左右对称设置于上底板和下底板之间，

通过旋紧螺母压缩弹簧施加应力，并通过上底板和下底板上的垫条将应力传递至混凝土试

件上，在混凝土试件中间竖向位置形成一个稳定的拉应力区域。

[0008] 更进一步地，所述上底板和下底板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L形限位板。

[0009] 更进一步地，所述混凝土试件为立方体试件所述混凝土试件位于上底板、下底板

和L形限位板所限定的空间中。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垫条为半圆柱形。

[0011] 更进一步地，在所述混凝土试件的竖向中间位置粘贴有应变片。

[0012] 更进一步地，所述上底板和下底板均为矩形，所述垫条的两端位于上底板和下底

板的长边中点，所述垫条与上底板和下底板的长边相垂直。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1.加载装置以劈裂抗拉代替轴向拉伸，可避免轴向拉伸时出现的对中困难及由于

应力集中及引起的混凝土脆断。提高试验成功率和准确性。通过支架和限位板限制混凝土

试件在试验过程中的移动，以应力传感器或应变片监控试验应力的变化，实时调整，减少实

验误差。

[0015] 2.加载装置体积小，便于移动，可将试验装置放置于冻融循环试验机、碳化箱、腐

蚀溶液浸泡池、干湿循环试验机或环境试验箱中进行耐久性试验。

[0016] 3.加载装置采用不锈钢制作，可以保证实验过程中不会因腐蚀性介质对加载装置

的腐蚀而带来的应力损失。

[0017] 4.采用弹簧进行弹性加载，避免硬加载时试件的破坏，同时应力值可控，可进行高

应力比的加载要求。

[0018] 5.加载装置可根据被测试试样的尺寸、形状调整限位板位置，满足多种尺寸和形

状试件的试验需求。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及组件。

[0020] 图2是劈裂抗拉加载装置正视图。

[0021] 图3是采用本发明装置实施案例的具体结果:加载前后自由氯离子浓度变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3] 本发明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如图1和2所示，包括：螺母1、

弹簧2、上搁板3、上底板4、支架5、下底板6、垫条7、限位板8、混凝土立方体试件9。该装置中，

上底板4和下底板6中间位置固定半圆柱形垫条7，上底板4和下底板6左右两侧分别设有L形

限位板8，上底板4、下底板6和上搁板3在四角相同位置处开有圆孔。支架5底部与下底板6相

连接，支架5上部有螺纹。上底板4可穿过支架5与下底板6共同对混凝土试件9施加劈裂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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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弹簧2套在支架5上并位于上底板4和上搁板3之间，螺母1位于上搁板3上部，支架5上

部通过螺母1固定。

[0024] 装置加工时，加工相同尺寸的上下底板和上搁板，上下底板使用较厚的不锈钢制

作，上搁板使用较薄的不锈钢制作，在上下底板和上搁板四角相同位置处加工四个圆孔，上

底板同上搁板孔尺寸比下底板稍大。上下底板中间位置安装半圆柱形垫条，垫条两端位于

上下底板长边中点，且与上下底板长边相垂直。在上下底板左右两侧安装可调整限位板，限

位板位置可根据试件尺寸进行调整。制作四根支架，支架下部同下底板固定连接在一起，上

部加工出螺纹。

[0025] 将混凝土试件放置在下底板中间垫条上，并调整限位板限制其移动，将上底板插

入支架中，并使垫条置于试件上部，同时调整限位板，使试件左右对称，并保持平行位置，固

定限位板。将弹簧套入支架中，并在其上装入上搁板，拧紧螺母，根据要求对弹簧施加相应

的应力。

[0026] 该装置中，上底板和下底板中间位置固定半圆柱形垫条，上底板和下底板左右两

侧分别设有L形限位板，上底板、下底板和上搁板在四角相同位置处开有圆孔。支架底部与

下底板相连接，支架上部有螺纹。上底板可穿过支架与下底板共同对混凝土试件施加劈裂

抗拉应力，同时限位板可限制混凝土试件移动。弹簧套在支架上并位于上底板和上搁板之

间，螺母位于上搁板上部，螺母将应力传感器通过支架压在上搁板上，支架上部通过螺母固

定。

[0027] 在使用该装置进行多因素耐久性试验时，首先成型同配比混凝土立方体试件，取

其中三块进行劈裂拉伸实验，确定其劈裂拉伸破坏应力和劈裂抗拉强度。利用本发明装置

对其余立方体试件加载。施加应力时应采用试验机缓慢加载至指定应力水平，并保持应力

水平不变，同时旋紧螺母。加载过程中使用应力传感器或在试件中间位置粘贴应变片，实时

监控应力水平。加载完毕后将加载装置放于需要进行耐久性试验的实验设备(冻融循环试

验机、碳化箱、腐蚀溶液浸泡池、干湿循环试验机或环境试验箱)中。待达到指定试验时间后

取出，测量其耐久性指标的变化情况，以研究在应力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混凝土的耐久

性。

[0028] 实验1：

[0029] 混凝土配合比(kg/m3):水泥-184，矿渣-276，细骨料-722，粗骨料-1129，水-，减水

剂-2.5

[0030] 根据上述配比，拌制混凝土并浇筑边长为100mm的立方体试件，在实验室静置24h

后拆模并放入标准养护室养护至指定龄期后取出。使用压力试验机测试其劈裂抗拉强度。

根据其劈裂抗拉破坏应力及劈裂抗拉强度，确定施加应力水平为0.5时的加荷应力。将立方

体试件安装至加载装置中后放置于压力试验机上，加载确定的加荷应力，旋紧螺母。在此过

程中使用应力传感器或应变片监控其应力水平变化。后将加载装置放置于氯离子腐蚀溶液

中浸泡6个月，钻孔取样测定其纯拉伸区域氯离子浓度随深度变化。测得的氯离子浓度变化

规律如图3所示。

[0031] 本发明的装置的特点如下：

[0032] 1.以劈裂抗拉代替轴向拉伸间接测试混凝土试件在拉伸应力作用下的耐久性

[0033] 根据劈裂抗拉试验间接测试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原理，设计以劈裂抗拉代替轴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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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间接施加拉应力，并可以稳定保持被加载试件长时间处于劈裂抗拉状态的加载装置。该

装置以旋紧螺母压缩弹簧的方式施加应力，并通过上下底板中间垫条将应力传递至混凝土

试件上，在试件中间竖向位置形成一个稳定的拉应力区域。

[0034] 2.劈裂抗拉加载的稳定问题

[0035] 试验装置通过连接在下底板上的支架将上底板、弹簧、上搁板和螺母串联在一起，

同时上下底板设置可以调节的L形限位板，可以根据加载试件尺寸进行调整，限制加载试件

在试验过程中的移动，提高加载装置的稳定性。

[0036] 3.弹簧加载装置在长期持荷过程中的应力松弛

[0037] 可通过应力传感器实时监测加载装置的应力变化，当发现出现应力损失时，即通

过旋紧螺母使之恢复原始应力。同时可在试件竖向中间位置粘贴应变片，监测试件表面拉

应力变化情况。

[0038] 4.与耐久性试验相结合问题

[0039] 试验装置体积小巧便于移动，使用不锈钢制作，可将试验装置放置于冻融循环试

验机、碳化箱、腐蚀溶液浸泡池、干湿循环试验机或环境试验箱中，研究拉伸应力同环境因

素共同作用下混凝土的耐久性。

[0040] 综上所述，本发明利用混凝土劈裂抗拉试验可以间接测量其抗拉强度的原理，设

计一种可以用于混凝土耐久性试验的长时间持荷的劈裂抗拉加载装置。该装置可实现在混

凝土特定区域产生持续稳定的拉伸应力。该装置能够用于拉伸应力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

混凝土耐久性的试验，可以填补混凝土多因素耐久性研究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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