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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5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14]189 号文）》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

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而成。

本规程的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设计规定、材料、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计算、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钢纤维增强和局部增强混凝土

结构构件、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构造规定、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钢纤维混凝土

工业建筑地面、钢纤维混凝土城镇道路与桥梁结构、钢纤维混凝土防水工程、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结

构以及有关附录。

本规程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郑州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若

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郑州大学《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编制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科学

大道 100 号，邮编 450001）。

本规程主编单位：郑州大学

本规程参编单位：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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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在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保证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工程的设计。本规程不适用于采用轻质混凝土和耐热混凝

土等配制的特种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设计。

1.0.3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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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主要术语

2.1.1 钢纤维混凝土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掺加适量、均匀分布钢纤维的混凝土。

2.1.2 钢纤维 steel fiber

用钢材经加工制成的短纤维。

2.1.3 异形钢纤维 special-shaped steel fiber

变截面或非直形的钢纤维。

2.1.4 钢纤维长径比 aspect retio of steel fiber

钢纤维长度与直径或等效直径的比值。

2.1.5 钢纤维体积率 fraction of steel fiber by volume

钢纤维占钢纤维混凝土的体积百分数，以%表示。

2.1.6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以钢纤维混凝土为主制成的结构，包括无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和预应

力钢纤维混凝土结构。

2.1.7 无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without steel reinforcement

不配受力钢筋，或配筋小于构造要求的 小配筋率的钢纤维混凝土结构。

2.1.8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with steel reinforcement

配有受力钢筋的钢纤维混凝土结构。

2.1.9 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结构 prestressed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由配置预应力钢筋，通过张拉或其他方法施加预应力的钢纤维混凝土结构。

2.1.10 钢纤维混凝土叠合式受弯构件 composite flexural member of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预制构件采用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叠合层采用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制作的叠合式受

弯构件。

2.1.11 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构件 reinforced concrete element partially strengthened with steel

fibers

在构件受拉区或剪拉区配置钢纤维混凝土而其它区域为混凝土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2.1.12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 steel fiber reinforced shotcrete

藉助于空气压力以高速喷射至受喷面上而形成的、散布有不连续钢纤维的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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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符号

2.2.1 材料性能

CF30——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 30N/mm2的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

fcf
——钢纤维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tkf
、 ftf

——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tkf
、 tf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确定的基体混凝土

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tmftmk ff 、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tmtmk ff 、 ——同强度等级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
ftmf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疲劳强度设计值；

ftuf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达到承载力极限状态时，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等效矩形应

力图形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yf
、

'
yf
——普通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yvf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eR
――钢纤维混凝土的弯曲韧度比。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Fflu——钢纤维混凝土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Flu——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计算的同强度等级

普通混凝土的局部受压承力计算值；

Ffpu——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板局部受冲切承载力设计值；

Fpu——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计算的钢筋混凝

土板局部受冲切承载力设计值；

Nfu——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压构件轴向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Nftu——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拉构件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Mcr——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计算的钢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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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构件正截面抗裂弯矩值；

Mfu——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fcr——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正截面抗裂弯矩值；

Vfcs——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斜截面上由钢纤维混凝土和箍筋共同承担的剪力设计值；

Vc——根据钢纤维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按现行有关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计算的构

件斜截面上与混凝土有关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s——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计算的构件斜截面上与箍筋有关的受剪承载力

设计值；

Vfju——钢纤维混凝土抗震框架节点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maxwf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计算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的 大

裂缝宽度；

maxw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计算的钢筋混凝土

构件 大裂缝宽度；

Bfs——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短期刚度；

Bs——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计算的荷载效应标

准组合作用下钢筋混凝土构件短期刚度；

skσ ——叠合式受弯构件在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下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或等效应

力。

2.2.3 几何参数

sa 、
'
sa ——纵向非预应力受拉钢筋合力点，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b——矩形构件截面宽度，T 形、Ι形构件截面的腹板宽度；

bc——柱截面宽度；

bj——节点核心区截面宽度；

d——钢筋直径；

df——钢纤维直径或等效直径；

e——轴向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h——构件截面高度；

h0——截面有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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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柱横截面高度，工业建筑地面普通混凝土层厚度，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或道面厚

度；

hdc——路面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设计时，根据原路面混凝土设计弯拉强度计算的，在原

土基连同垫层的路面地基上修筑普通混凝土单层面板所需厚度；

hdf——路面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设计时，根据加铺层钢纤维混凝土设计弯拉强度计算

的，在原土基连同垫层的路面地基上修筑的普通混凝土单层面板所需厚度；

hf——Ι形截面构件受拉区翼缘高度，钢纤维混凝土路面或工业建筑地面厚度，或钢纤

维部分增强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纤维混凝土层厚度；

hj——节点水平截面高度；

hof——公路路面钢纤维混凝土加厚层厚度；

fl ——钢纤维长度；

fal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纵向钢筋锚固长度；

faEl ——钢纤维混凝土抗震节点内梁纵向钢筋锚固长度；

tx ——受拉区等效矩形应力图形高度；

sA 、
'
sA ——纵向受拉钢筋、受压钢筋的截面积；

svA ——箍筋截面积。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tα ——钢纤维对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影响系数；

tmα ——钢纤维对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

flβ ——钢纤维对钢纤维混凝土构件局部受压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tuβ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影响系

数；

vβ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斜截面上与混凝土有关的抗剪能力的影响系数；

pβ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板受冲切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crβ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抗裂弯矩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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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β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的影响系数；

Bβ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短期刚度的影响系数；

slβ ——钢纤维对叠合构件钢筋应力的影响系数；

fλ ——钢纤维含量特征值；

fρ ——钢纤维体积率；

fϕ ——钢纤维混凝土层相对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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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设计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本规程仅对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中不同于普通混凝土结构设计的专门要求做出规定。

3.1.2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应依据结构所属工程类别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0 等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

3.1.3 本规程依据现行《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153 及《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 的原则制定。

3.1.4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安全等级和设计使用年限以及各类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应依据结构所属

工程类别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等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

定。

3.1.5 本规程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度，采用

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方法、可靠度和极限状态表达式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3.1.6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要求，裂缝控制等级，

变形、裂缝宽度和应力的规定限值以及耐久性要求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的规定。

3.1.7 在进行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承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应按实际采用的钢

纤维长径比或等效长径比和体积率计算钢纤维的特征含量值 fλ 。

3.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3.2.1 对于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当采用内力形式表达时，钢纤维混凝土

结构构件应采用下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RS ≤0γ (3.2.1)

式中 0γ ——结构重要性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确定；

S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确定；

R ——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3.2.2 对于公路路面、工业建筑地面和其他无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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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 a,fRR (3.2.2）

式中 )(⋅R ——结构构件的抗力函数，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采用；

ff ——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设计值（N）；

ka ——几何参数标准值。

3.2.3 对于 3.2.2 条以外的其他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各项承载力计算：

)( ffkscf ⋅⋅⋅⋅⋅⋅= λβ ,,a,f,fRR (3.2.3)

式中 )(f ⋅R ——以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为基础，并考虑钢纤维影响的钢筋钢纤维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抗力函数；

cf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确定的混凝土强度设

计值；

sf ——钢筋强度设计值，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

fβ ——钢纤维对构件抗力的影响系数。

3.2.4 对于偶然作用下的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本规程式 (3.2.1)中

的作用效应设计值 S 按照偶然组合计算，结构重要性系数 0γ 取不小于 1.0 的数值；本规程式(3.2.2)

和本规程式(3.2.3)中混凝土和钢筋的强度设计值 cf 、 sf 改用强度标准值 ckf
、 ykf 。

3.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

3.3.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裂缝控制、受弯构件挠度和叠合式受弯构

件钢筋应力，应依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中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按普通混凝土构件计算，并考虑钢纤维的影响对计算结果予以

修正。

3.4 耐久性设计

3.4.1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

定。

3.4.2 钢纤维混凝土不宜用于海水环境和受人为或自然的侵蚀性物质影响的环境中。当有特殊功能

要求需要采用时，应有可靠的技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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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钢纤维

4.1.1 钢纤维混凝土可采用冷拉钢丝切断型、薄板剪切型、钢锭铣削型、钢丝削刮型和熔抽型钢纤

维。钢纤维形状可为平直型或异形，异形钢纤维又可为压痕形、波纹形、端钩形、大头形和不规则

麻面形。钢纤维应符合现行行业《钢纤维混凝土》JG/T 472 钢纤维技术要求的规定。

4.1.2 钢纤维形状及强度等级的选用宜根据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或弯拉强度以及韧性和耐久性的

设计要求经试验确定，并应满足拌合物和易性与施工要求。钢纤维长度宜为 20mm~60mm，直径或

等效直径宜为 0.3mm~1.2mm，长径比宜为 30~100。

4.1.3 用于喷射钢纤维混凝土时，钢纤维的抗拉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1000MPa 级，长度不宜大于输料

软管及喷嘴内径的 0.7 倍，且不应小于 大骨料粒径的 2.5 倍；钢纤维长度宜采用 20mm~35mm，直

径宜采用 0.3mm~0.8mm，长径比宜为 30~80。

4.1.4 钢纤维体积率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且不应小于 0.35%；当采用 1000MPa 级及以上等级的异

形钢纤维时，不应小于 0.25%；当采用的钢纤维用于有特殊要求的结构时，若钢纤维体积率小于以

上规定，应经试验验证。

4.1.5 喷射钢纤维混凝土中钢纤维掺量的确定应考虑喷射过程中钢纤维的损失，其损失量宜通过现

场试喷或借鉴已有经验确定。采用高强钢丝型钢纤维时，喷射钢纤维混凝土中钢纤维的 小实际体

积掺量不应小于 0.35%，考虑回弹后的 大体积率不宜大于 1%。

4.2 钢纤维混凝土

4.2.1 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以 CF 表示。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

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确定。

4.2.2 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F25。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和承受重复荷载的钢筋钢纤维混凝

土结构构件的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F30；预应力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的钢纤维混

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F40。钢纤维混凝土应满足结构设计对抗拉强度或弯拉强度、弯曲韧度比的

要求。

4.2.3 钢纤维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的标准值与设计值，可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按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确定。

4.2.4 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的标准值和设计值可分别按式（4.2.4-1）和式（4.2.4-2）确定：

( )fttkftk 1 λα+= ff (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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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tft 1 λα+= ff (4.2.4-2)

ffff d/lρλ = (4.2.4-3)

式中 ftkf 、 ftf ——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tkf 、 tf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确定的基体混凝土抗拉强度度标准值、设计值；

fλ ——钢纤维含量特征值；

fρ ——钢纤维体积率；

lf——钢纤维长度；

df——钢纤维直径或等效直径；

tα ——钢纤维对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影响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缺乏试验资

料时，对于强度等级为 CF20～CF80 的钢纤维混凝土，可按照表 4.2.4 采用。

4.2.5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设计值可按式（4.2.5）确定：

( )ftmtmftm 1 λα+= ff (4.2.5)

式中 ftmf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设计值；

tmf ——同强度等级素混凝土的设计弯拉强度，按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确定；

tmα ——钢纤维对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

4.2.6 钢纤维对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影响系数 tα 和对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 tmα

宜通过试验确定。当缺乏试验资料时，对于强度等级为 CF20～CF80 的钢纤维混凝土，可按照表 4.2.6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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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钢纤维对抗拉强度、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

钢纤维品种 纤维外形 强度等级 tα tmα

高强钢丝切断型 端钩形

CF20~CF45

CF50~CF80

0.76

1.03

1.13

1.25

钢板剪切型

平直形

CF20~CF45

CF50~CF80

0.42

0.46

0.68

0.75

异形

CF20~CF45

CF50~CF80

0.55

0.63

0.79

0.93

钢锭铣削型 端钩形

CF20~CF45

CF50~CF80

0.70

0.84

0.92

1.10

低合金钢熔抽异型 大头形

CF20~CF45

CF50~CF80

0.52

0.62

0.73

0.91

注 1：同强度等级素混凝土设计弯拉强度系指与钢纤维混凝土具有相同的配合材料、水灰比和相近稠度(单

位用水量和砂率可适当调整)的素混凝土的设计弯拉强度。

注 2：按《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2002，ftm、fftm 相应称为弯拉强度标准值。

4.2.7 钢纤维混凝土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和受拉弹性模量以及剪变模量,可根据与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同的普

通混凝土强度等级，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确定。

2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弹性模量宜通过试验确定。

3 钢纤维混凝土的泊松比和线膨胀系数,可根据与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同的普通混凝土强

度等级，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确定。

4.2.8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疲劳强度设计值可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纤维混凝土》JG/T 472 的规定确定。

4.2.9 强度等级为 CF30~CF55 的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可按现行《钢纤维混凝土》JG/T

472 的规定确定。

4.3 钢筋

4.3.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选用应符合按下列规定：

1 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可采用 HRB400、HRB500、HRBF400、HRBF500、 HRB335、RRB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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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B300 钢筋；梁、柱和斜撑构件的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宜采用 HRB400、HRB500、HRBF400、HRBF500

钢筋。

2 箍筋宜采用 HRB400、HRBF400、HRB335、HPB300、HRB500、HRBF500 钢筋。

3 预应力筋宜采用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螺纹钢筋。

4.3.2 钢筋及预应力钢筋的强度标准值、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大力下的总伸长率以及弹

性模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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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适用于钢筋钢纤维混凝土、预应力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基本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

算。深受弯构件、叠合构件、牛腿、剪力墙、桩基承台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7章的有关规

定。

5.1.2 无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设计原则、适用范围以及有关作用效应设计取值等，均宜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中素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的相关规定。无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

力和不允许开裂的无筋钢纤维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的受压承载力计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中素混

凝土结构构件设计的相关规定，计算时应以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代替素混凝土的抗拉强

度设计值。

5.1.3 对于二维或三维非杆系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可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按弹

性或弹塑性分析方法确定结构构件的应力设计值分布。配筋量应采用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

值根据主拉应力设计值的合力在配筋方向的主拉应力值确定，钢筋布置应按照主拉应力的分布区域

确定。配筋量和钢筋布置应满足国家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的构造要求规定。

5.2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5.2.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拉构件、受弯构件和大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除应考虑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

用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的相关规定。轴心受压和小偏心受压构件承载力可按

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的相关规定进行计算。

2 构件的截面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应力图形可简化为等效矩形应力图。受拉区等效矩形应力图

高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受弯构件、大偏心受压构件和大偏心受拉构件

1
t β

xhx −= (5.2.1-1)

2） 轴心受拉构件和小偏心受拉构件

hx =t (5.2.1-2)

式中 tx ——受拉区等效矩形应力图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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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构件截面的高度；

x——受压区等效矩形应力图形的高度，应按国家现行标准中混凝土结构设计的相关规定确

定；

1β ——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确定。

3 受拉区等效矩形应力图的抗拉强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tutftu λβff = (5.2.1-3)

式中 ftuf ——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等效矩形应力图形的抗拉强度；

tuβ ——钢纤维对构件正截面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抗拉作用的影响系数。

4 钢纤维对构件正截面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抗拉作用的影响系数 tuβ 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

验资料，且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在 CF20~CF80 之间时，可参照表 5.2.1 取用。

表 5.2.1 钢纤维对构件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抗拉作用的影响系数 tuβ

受力类型

受弯构件和

大偏心受压构件

轴心受拉构件和

小偏心受拉构件

大偏心受拉构件

tuβ 1.30 0.40 0.65

5 对于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和偏心受力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对受压区混凝土等效应力值的

影响系数 1α 取为 1.0。

6 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中混凝土结构设计的相关规定，对构

件制作、运输、吊装等施工阶段进行验算。钢纤维混凝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和轴心抗压强度可根据

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按国家现行标准中混凝土结构设计的相关规定确定，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

度可以按本规程确定的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代替。

5.2.2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图 5.2.2)应符合下列规定：

)2/()()()()2/( ttftup0ppy0ps0sy0fcfu axbxfahAfahAfxhbxfM −−′−′′−′−′−′′+−≤ σ (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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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简图

1 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x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tftuppyp0ppysysyfc )( bxfAfAfAfAfbxf +′′−′++′′−= σ （5.2.2-2）

2 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尚应符合下列条件：

0bhx ξ≤ (5.2.2-3)

'2ax ≥ （5.2.2-4）

式中 Mfu——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弯矩设计值；

fcf ——钢纤维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程第 4.2.3 条的规定采用；

yf 、
'

yf ——普通纵向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按国家现行标准中混凝土结构设计的相关

规定采用；

sA 、
'
s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pA 、 p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pyf 、 pyf ′ ——纵向预应力钢筋的受拉、受压强度设计值，按国家现行标准中混凝土结构设计的相

关规定采用；

b——截面宽度；

h0——截面有效高度；

p0σ ′ ——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钢纤维混凝土法向应力为零时的预应力钢筋应力，

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采用；

'
sa 、

'
Pa ——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a ——受拉区全部纵向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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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受压区全部纵向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当受压区未配置纵向预应力钢

筋或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的应力 )( pyp0 f ′−′σ 为拉应力时，公式(5.2.2-1)中的a′应用

sa′代替；

bξ ——截面界限相对受压区高度，可忽略钢纤维的影响，按国家现行标准中混凝土结构设计

的相关规定采用。

5.2.3 T 形和 I 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图 5.2.3）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满足公式(5.2.3-1)的条件时，应按宽度为 fb′ 的矩形截面并应同时考虑受拉区翼缘和腹板中

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按公式(5.2.3-2)进行计算，其中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公式(5.2.3-3)

确定（图 5.2.3-a）：

ppyp0syfffcffftu
1

'
f

ftuppysy )()()( AfAfhbfhbbfhhbfAfAf ′′−′−′′+′′≤−+−++ σ
β

(5.2.3-1)

)
2

()()
2

(

)()()()
2

(

f
ffftutftu

p0ppyp0s0sy0
'
ffcfu

ahhbbfaxbxf

ahAfahAfxhxbfM

t −−−−−

′−′′−′−′−′′+−≤ σ
（5.2.3-2）

ffftutftuppyp0ppysysy
'
ffc )()( hbbfbxfAfAfAfAfxbf −++′′−σ′++′′−= (5.2.3-3)

2 当不满足公式（5.2.3-1）的条件时，应考虑截面中受压区腹板的抗压作用和受拉区翼缘和腹

板中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按公式（5.2.3-4）计算，其中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公式

（5.2.3-5）确定（图 5.2.3-b）：

)2()()2/()()(

)()2/()()2/(

fffftuttftup0ppyp0

s0syf0fffc0fcfu

ahhbbfaxbxfahAf

ahAfhhhbbfxhbxfM

−−−−−′−′′−′−

′−′′+′−′−′+−≤

σ
(5.2.3-4)

ffftutftuppyp0ppysysyfffc )()(])([ hbbfbxfAfAfAfAfhbbbxf −++′′−σ′++′′−=′−′+ (5.2.3-5)

3 T 形、I 形截面受弯构件的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区高度仍应符合公式(5.2.2-3)、(5.2.2-4)的要求。

式中 fh′——T 形、I 形截面受压区翼缘高度；

fh ——I 形截面受拉区翼缘高度；

fb ——I 形截面受拉区翼缘计算宽度；

fb′ ——T 形、I 形截面受压区翼缘计算宽度，按国家现行标准中混凝土结构设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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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a'

a s

a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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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b s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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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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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β

h 0
1

h' fx

As

pa a
p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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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f

a' s

A's

a

b

1
x/
β

h

Ap x t

A'p

x
fh'

h
0

fb'

h f h f

b f fb

(a) 'hx f≤ (b) 'hx f>

图 5.2.3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 I 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图

5.2.4 受拉区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区采用混凝土的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钢纤

维混凝土的配置高度 fx 不宜小于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计算的受拉区高度 tx ，且不应小于 t6.0 x 。

当 fx 小于 tx 时， tx 应以 fx 代替。

5.2.5 当计算中计入纵向普通受压钢筋时，应满足本规程公式（5.2.2-4）的条件；当不满足该条件

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2()()2/(

)()()()(
'

fffftu
'

ttftu

spppyp0sssyspppyfu

ahhhbbfaxhbxf

aaAfaahAfaahAfM

−−−−−−+

′−′′′−′+′−−+′−−≤ σ
(5.2.5)

式中 ps aa、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至受拉边缘的距离。

5.2.6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5.2.6)：

tftusy
'
s

'
yfcfu bxfAfAfbxfN −−+≤ (5.2.6-1)

)2/()()2/( sttftu
'
s0

'
s

'
y0fcfu axbxfahAfxhbxfeN −−−+−≤ （5.2.6-2）

式中 Nfu——钢纤维混凝土构件轴向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e——轴向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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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计算简图

5.2.7 I 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受压区高度 x 不大于 fh′时，应按宽度为受压翼缘计算宽度
'
fb 的矩形截面计算。

2 当受压区高度 x 大于 fh′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f

'
fftutftusy

'
s

'
y

'
f

'
ffcfu ][ hbbfbxfAfAfhbbbxfN ）（）（ −−−−+−+≤ (5.2.7-1)

)())2/(

)(]2/)2/([

s
'
f

'
f

'
fftusttftu

'
s0

'
s

'
y

'
f0

'
f

'
f0fcfu

ahhbbfaxbxf

ahAfhhhbbxhbxfeN

−−−−−

−+−−+−≤

（

）（）（
（5.2.7-2）

5.2.8 矩形截面轴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AfAfAfN tftuppysyftu λβ++≤ （5.2.8）

式中 ftuN ――钢纤维混凝土受拉构件轴向拉力设计值；

ps AA、 ——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A——钢纤维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的截面面积。

5.2.9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1 小偏心受拉构件

当轴向拉力作用点在钢筋 sA 的合力点和
'
sA 的合力点之间时(图 5.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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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9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
2

()( stftu
'
s0

'
syftu ahbhfahAfeN −−−≤ λβ （5.2.9-1）

)
2

()( '
stftus

'
0sy

'
ftu ahbhfahAfeN −+−≤ λβ （5.2.9-2）

2 大偏心受拉构件

当轴向拉力作用点不在钢筋 sA 的合力点和
'
sA 的合力点之间时(图 5.2.9-b)：

bxfbxfAfAfN fcttftu
'
s

'
ysyftu −+−= λβ （5.2.9-3）

)
2

()()
2

( s
t

ttftu
'
s0

'
s

'
y0fftu a

x
bxfahAfxhbxfeN c −−−+−= λβ （5.2.9-4）

此时，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区的高度应满足公式（5.2.2-3）的要求。当计算中计入纵向普通受压钢筋

时，尚应满足公式（5.2.2-4）的要求， 当不满足时，构件受拉承载力可按式（5.2.9-2）计算。

3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不论大、小偏心受拉情况，均可按公式（5.2.9-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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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5.3.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截面限制条件，应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

强度等级按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0 的有关规定计算，但应考虑钢纤维对斜截面受

剪承载力的影响，计算公式中的 cf 以 fcsf 代替。 fcsf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fff λ15.01cfcs += (5.3.1)

5.3.2 矩形、T 形、I 形截面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的计算位置和计算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采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所承受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csV 应以钢纤维混凝土和箍筋所承受的受

剪承载力设计值 fcsV 代替。 fcsV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svfcfcs VVV += (5.3.2-1)

)1( fvcfc λβ+= VV (5.3.2-2)

式中 cV ——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考虑钢纤维对抗拉强度的影响，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的 csV 计算公式第一项计算的主要与混凝土有关

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svV ——与箍筋有关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单位）。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规定的 csV 计算公式中第二项计算的、主要与箍筋有关的受剪承载力设计

值；

fcV —— 考虑钢纤维影响的与钢纤维混凝土有关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β —— 钢纤维对斜截面上与混凝土有关的受剪承载力影响系数。

2 钢纤维对斜截面上与混凝土有关的受剪承载力影响系数 vβ 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

料时，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F20~CF80 时，可参照表 5.3.2 的规定选用。

表 5.3.2 不同钢纤维的影响系数 vβ 取值参考表

钢纤维品种 剪切平直形 剪切异形 钢丝切断异形 铣削异形

vβ 取值 0.70 0.50 0.6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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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偏心受压构件、偏心受拉构件、配有弯起钢筋的受弯构件以及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

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采用。其中混凝土

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csV 应以钢纤维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fcsV 代替， fcsV 的计算

方法按本规程第 5.3.2 条的规定采用。

5.3.4 不配箍筋和弯起钢筋的单向板类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

定：

)1(7.0 fv0thfc λββ +≤ bhfV (5.3.4-1)

( ) 41
0h 800 h=β (5.3.4-2)

式中 hβ —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 mmh 8000 < 时，取 mmh 8000 = ；当 mmh 20000 > 时，取

mmh 20000 = 。

5.3.5 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的一般受弯构件，按构造配置箍筋的条件要求可按现行《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采用，但应考虑钢纤维对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影响，计算公式中的 tf 以

ftsf 代替。 ftsf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fff λβvtfts 1+= (5.3.5)

5.3.6 受拉区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区采用普通混凝土的部分钢纤维增强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按

本规程第 5.3.1~5.3.5 条规定进行斜截面设计计算时，各项公式中的 fλ 应以 fpλ 代替。 fpλ 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承受集中荷载作用且剪跨比λ 大于 2.0 时， fpλ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4(2
f

f
fp −=

λ
λλ

h
h

(5.3.6-1)

2 不满足上款条件时， fpλ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
f

fp
2 λλ
h
h

= (5.3.6-2)

3 当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高度 fh 大于截面全高度 h 的 0.5 倍时， fh 应取为 0.5h。

5.3.7 偏心受压构件按构造配置箍筋的条件要求可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采用，但应

考虑钢纤维对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影响，计算公式中的 tf 以 ftsf 代替。 ftsf 可按本规程公式（5.3.5）



26

计算。

5.4 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

5.4.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截面控制条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有关规定。

5.4.2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受扭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在计算中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t以钢纤维混凝

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ft 代替。

5.4.3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在扭矩作用下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在计算中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t以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ft

代替。

5.4.4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在扭矩和剪力、弯矩或轴力共同作用下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本规程 5.3 节的规定。

在计算受扭承载力时，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t以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ft代替。

5.5 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5.5.1 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不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板的受冲切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

( )fppufpu 1 λβ+≤ FF (5.5.1)

式中 Ffpu——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板受冲切承载力设计值；

Fpu——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计算的钢筋混凝土板受冲切承载力

设计值取用，其中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tf 应以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tf

代替；

pβ ——钢纤维对钢筋混凝土板受冲切承载力的增强系数，宜通过试验决定。当无试验资料时，

可取 pβ 为 0.45。

5.5.2 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当受冲切承载力不满足本规程第 5.5.1 条规定的要求且板厚受

到限制时，可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此时，受冲切截面及受冲切承载力的计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其中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tf 应以钢纤维混凝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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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强度设计值 ftf 代替。

5.5.3 用钢纤维对钢筋混凝土板进行抗冲切局部增强时，钢纤维在板内的配置范围应超过冲切破坏

锥体斜面线的一倍板厚（图 5.5.3）。

h

>h

>h>h

>h

图 5.5.3 钢纤维在板内抗冲切增强配置范围

5.6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5.6.1 不配置间接钢筋的钢纤维混凝土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局部受压面上仅有局部荷载作用

F (1 )l l cc fl f lf Aωβ β λ≤ +
（5.6.1‐1）

2 局部受压面上尚有非局部荷载作用

F σ(1 )l l cc fl f lf Aωβ β λ≤ − +
（5.6.1‐2）

3 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lβ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b
l

l

A
A

β = (5.6.1-3)

式中 Fl ——钢纤维混凝土局部受压面上作用的局部荷载或局部压力设计值；

A l ——局部受压面积；

ω——荷载分布的影响系数：当局部受压面上的荷载为均匀分布时，取ω为 1；当局部荷载

为非均匀分布时，取ω为 0.75；

σ——非局部荷载设计值产生的混凝土压应力；

lβ ——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bA ——混凝土局部受压时计算底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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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 ——素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的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f 值乘以 0.85 取用；

fλ ——钢纤维含量特征值；

flβ ——钢纤维对钢纤维混凝土构件局部受压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4 钢纤维对钢纤维混凝土构件局部受压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flβ 宜通过试验确定，也可按下列数

值选用：

对铣削型钢纤维（ 35f

f

l
d

= ） 0.65lβ =

对端部有大头的剪切型钢纤维（ 50f

f

l
d

= ） 0.45lβ =

对钢丝切断-端部弯钩型钢纤维（ 65f

f

l
d

= ， 35fl mm= ） 0.65lβ =

5.6.2 配置间接钢筋的钢纤维混凝土构件，其间接钢筋的配置范围和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其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值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置间接钢筋的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其局部受压区的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ln1.35 (1 0.15 )l c l f cF f Aβ β λ≤ +
（5.6.2-1）

式中：

Fl ——钢纤维混凝土局部受压面上作用的局部荷载或局部压力设计值；

cf ——素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β ——素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lβ ——素混凝土局部受压时强度提高系数。

2 采用钢纤维增强混凝土构件局部受压时，钢纤维混凝土的配置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配置区的平面范围应向局部受压面四周外延：矩形受压面每边外延一倍受压面短边边长，圆

形受压面周边外延一倍受压圆面直径，且不超过结构的外边缘（图 5.6.2）；

2）配置区高度不应小于配置区平面的 小边长加 100mm，且不超过局部受压区构件截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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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2 局部受压区钢纤维混凝土的平面配置范围

注：图中斜线区域为局部受压接触面积，虚线为钢纤维 小配置范围

3）三边临空和角部的局部受压区采用钢纤维增强时，可按素混凝土进行局部受压计算。

3 当配置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lnF 0.9[ (1 ) 2 ]l c l c fl f v cor yvf f Aβ β β λ αρ β≤ + +
（5.6.2-2）

式中：

vρ ——间接钢筋体积配筋率，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关于配置间

接钢筋混凝土体积配筋率要求计算；

corβ ——配置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关于配置间接钢筋混凝土局部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要求计算；

α——间接钢筋对混凝土约束的折减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取用；

5.6.3 配置间接钢筋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方法及其与无筋钢纤维混凝土局部承

压计算方法的衔接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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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F [ (1 ) 2 ]l c l cc fl f v cor yvf f Aω β β β λ αρ β≤ + +
（5.6.3）

式中：

ω ——荷载分布的影响系数：无筋钢纤维混凝土中，当局部受压面上的荷载为均匀分布时，取

ω 为 1；当局部荷载为非均匀分布时，取ω 为 0.75；配筋钢纤维混凝土中，取ω 为 0.9；

cβ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无筋钢纤维混凝土中，取 cβ 为 1.0；有筋钢纤维混凝土中，按

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中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中 cβ 要求取

值；

ccf ——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无筋钢纤维混凝土中，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的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f 值乘以 0.85 取用；当无筋钢纤

维混凝土局部受压面上有非局部荷载σ作用时，用( σccf − )替代；配置间接钢筋钢纤维

混凝土按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规定的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f 取值；

corβ ——配置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关于配置间接钢筋混凝土局部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要求计算；

α——间接钢筋对混凝土约束的折减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取用；无筋钢纤维混凝土，取α为 0；

A l n ——局部受压净面积；对后张法构件，应在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中扣除孔道、凹槽部分的

面积；

lβ ——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A l ——局部受压面积；

Ab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取用；

yvf ——间接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

取用；

vρ ——钢筋体积配筋率,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关于配置间接钢筋

混凝土体积配筋率要求计算；

flβ ——钢纤维对钢纤维混凝土构件局部受压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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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λ ——钢纤维含量特征值。

5.7 疲劳验算

5.7.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与斜截面疲劳验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5.7.2 钢纤维混凝土轴心抗压疲劳强度设计值
f

fcf 、轴心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
f

ftf 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

定：

fcρ
f

fc ff γ= （5.7.2-1）

ftρ
f

ft ff γ= （5.7.2-2）

式中 ργ ——钢纤维混凝土疲劳强度修正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取用。

5.7.3 钢纤维混凝土疲劳变形模量可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取用同强度等级的普通混凝土，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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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6.1 裂缝控制验算

6.1.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及 大裂缝宽度限值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6.1.2 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裂缝控制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构件，

在荷载效应标准或短期组合下及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或长期组合下的应力控制规定和受拉边缘法向

应力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在验算中混凝土抗拉

强度标准值 tkf 应以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ftkf 代替。

6.1.3 对于受拉区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区采用普通混凝土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按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裂缝控制等级为二级时，正截抗裂验算时应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并应考虑钢纤维对抗裂的影响，以 tkcf 代替混

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tkf 。 tkcf 可按下式计算：

)21( ft
f

tktkc λα
h
hff += （6.1.5）

当 hf大于 0.5h 时，取 hf 为 0.5h。

6.1.4 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斜截面抗裂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50010 的规定。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和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应以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

度标准值和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代替。

6.1.5 对先张法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构件端部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以及正截面、斜截面抗

裂验算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应计入预应力钢筋在其

预应力传递长度范围内实际应力值的变化。钢纤维混凝土中预应力钢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 lftr 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ll fttrftr 1 λα+= （6.1.5）

当 ftλα 大于 0.4 时，取 ftλα 为 0.4。

式中 trt — 先张法构件预应力钢筋在普通混凝土中的预应力传递长度，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计算。

6.1.6 矩形截面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大偏心受压和受拉构件，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并考虑

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 大裂缝宽度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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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fcwmaxfmax 1 λβ−= (6.1.6)

式中 fmaxw ——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的 大裂缝宽

度；

maxw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考虑钢纤维的影响，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50010 计算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大裂缝宽度；

cwβ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的影响系数。

6.1.7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的影响系数 cwβ 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

可参照下列规定确定：

1 当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不高于 CF45 时， cwβ 可按表 6.1.6 选用；

表 6.1.6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的影响系数

受力类型

受弯构件和

大偏心受压构件

轴心受拉构件 偏心受拉构件

cwβ 0.35 0.45 0.42

2 当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F45 时，对于采用抗拉强度不低于 1000N/mm
2
的高强度异形钢

纤维的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可取 cwβ 为 0.50；

3 对于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cwβ 应以 2 cwf βϕ 代替，当 fϕ 大于 0.5 时取 fϕ 为

0.5。

6.1.8 矩形截面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 大

裂缝宽度 fmaxw 可按本规程第 6.1.6 条的规定计算。

6.2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6.2.1 受拉区出现裂缝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矩形截面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应按下式计算：

)1( fBsfs λβ+= BB (6.2.1)

式中 fsB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

sB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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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短期刚度；

Bβ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短期刚度的影响系数。

6.2.2 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短期刚度的影响系数 Bβ 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

料时，可采用下列经验系数：

1 当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F20~CF80 时，可取 Bβ =0.35；

2 对于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Bβ 可用 2 Bf βϕ 代替，且当 fϕ 大于 0.5 时，取 fϕ

为 0.5。

6.2.3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挠度验算规定和刚度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计算时，应以本规程第 6.2.1 条规定计算的 fsB 代替钢筋混凝土构

件的短期刚度 sB 。

6.2.4 不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应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

等级，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采用。

6.2.5 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可按本规程第 6.2.1 条的规定

计算。其中， sB 为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按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计算的短期刚度。

6.2.6 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挠度验算规定和刚度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计算时，应以本规程第 6.2.4 条规定计算的短期刚度 fsB 代替预

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 s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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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钢纤维增强和局部增强混凝土结构构件

7.1 叠合式受弯构件

7.1.1 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制作的预制构件，高度应不小于 0.4 倍叠合式受弯构件的总高度。

7.1.2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本规程第 5.2.2 条的规定计算。

2 叠合层采用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的叠合构件，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本规程第 5.2.2

条的规定计算，正弯矩区段的钢纤维混凝土等效拉应力应按预制构件钢纤维混凝土的有关参数计算；

负弯矩区段的钢纤维混凝土等效拉应力应按叠合层钢纤维混凝土的有关参数计算；

3 叠合层采用钢筋混凝土的叠合构件，其正弯矩区段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计

算：

1）当 tx 小于 lh 时，应按本规程第 5.2.2 条的规定计算，其中 fcf 应以叠合层混凝土的 cf 代替；

2）当 tx 大于 lh 时，应按本规程第 5.2.2 条的规定计算，其中 tx 应以 lh 代替， fcf 应以叠合层混

凝土的 cf 代替。

式中： lh ——预制构件截面高度。

4 叠合层采用钢筋混凝土的叠合构件，其负弯矩区段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可按钢筋混凝土

叠合式构件计算。

7.1.3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斜截面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本规程第 5.3.1 条和第 5.3.2 条的规定计算。

斜截面上钢纤维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fcsV 应分别按叠合构件和预制构件进行计算。叠

合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取叠合层和预制构件中较低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或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

与钢纤维含量特征值进行计算，且应不低于预制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7.1.4 叠合式受弯构件的叠合面应满足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要求。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计算，计算时 tf 以预制构件的 ftf 和叠合构件的 tf

或 ftf 中的较低值采用。对于未配置箍筋的叠合板，面层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

7.1.5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叠合式受弯构件在荷载准永久组合下，其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应符合下

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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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fsl

sq 9.0
1

f<
+ λβ
σ

（7.1.5）

式中 sqσ ——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

应力；

slβ ——钢纤维对叠合式构件钢筋应力的影响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可

取 slβ 取 0.20。

7.1.6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叠合式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考虑裂缝宽度不均匀性和

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 大裂缝宽度可按本规程第 6.1.6 条的规定计算。其中，钢筋混凝土构件的 大

裂缝宽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

7.1.7 叠合式受弯构件的挠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验

算。其中，预制构件、叠合式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 s1B 、 s2B 应采用钢筋钢纤维混凝土预制构件

和叠合式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 fs1B 、 fs2B 代替。 fs1B 、 fs2B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弯矩区段内预制构件和叠合式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fB1s1fs1 λβ+= BB (7.1.7-1)

)1( fB2s2fs2 λβ+= BB (7.1.7-2)

式中 B1β ——钢纤维对预制构件短期刚度的影响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可取

B1β 取 0.25；

B2β ——钢纤维对叠合式构件第二阶段短期刚度的影响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

料时，可取 B2β 取 0.35。

2 叠合层采用钢筋混凝土时，负弯矩区段内叠合式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可按钢筋混凝土

叠合构件计算。

7.1.8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叠合构件关于箍筋、叠合面粗糙度的构造要求以及采用普通混凝土制作

的叠合层的层厚限制，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执行。钢纤维

混凝土的叠合层厚度，对于叠合梁不宜小于 80mm，对于叠合板不宜小于 40mm。钢纤维混凝土的

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F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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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深梁

7.2.1 受拉区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局部增强的跨高比不大于 2.0 的单跨简支深梁，可按本节的规定进行

设计。

7.2.2 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深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0
v

sh
yhff0t 5.0)6.01(4.1 h

s
A

fbhfV ++≤ λϕ （7.2.2）

当 50ff .>λϕ 时，取 50ff .=λϕ

式中 V ——深梁的剪力设计值；

shA ——深梁上部 0.8h 范围内一层水平分布钢筋的截面面积；

vs ——水平分布钢筋的竖向间距。

7.2.3 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深梁的受剪截面限制条件，应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按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中钢筋混凝土深梁设计的有关规定计算，但计算公式中

的 fc应以 fcds 代替。fcds 应按下式计算：

fcds=fc ( )ff λϕ3.01+ （7.2.3）

当 50f .>ϕ 时，取 50f .=ϕ 。

7.2.4 一般要求不出现斜裂缝的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深梁，应符合下列条件下，可不进行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但应按现行规范规定配置分布钢筋：

)15.11(5.0 fftkk λϕ+≤ bhfV （7.2.4）

当 60f .>ϕ 时，取 60f .=ϕ 。

式中 kV ——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剪力值。

7.2.5 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深梁的正截面抗裂弯矩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WfM ftf
b

fcr γ= （7.2.5-1）

( )( )f0f 1080151 ϕγ ++= hl.. （7.2.5-2）

当 60f .≥ϕ 时，取 60f .=ϕ ；当 10 <hl 时，取 010 .hl = 。

式中
b

fcrM ——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深梁正截面抗裂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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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γ ——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塑性影响系数；

W ——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7.3 牛腿

7.3.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牛腿，当竖向力作用点至下柱边缘的水平距离 a 不大于牛腿与下柱交接处

的垂直截面有效高度 h0 时，其截面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要求，

裂缝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o

fbrvotk
vk

50

)1(

h
a.

bhf
F

+

+
≤

λβ
β （7.3.1）

式中 vkF ——作用于牛腿顶部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竖向力值；

β ——裂缝控制系数：支承吊车梁的牛腿取 0.65；其它牛腿取 0.80；

tkf ——与钢纤维混凝土同强度等级的素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a——竖向力作用点至下柱边缘的水平距离，此时应考虑安装偏差 20mm，当考虑安装偏

差后的竖向力作用点仍位于下柱截面以内时，取a为 0；

b——牛腿宽度；

brvβ ——钢纤维对牛腿抗剪能力的影响系数，可取 brvβ 为 0.47；

0h ——牛腿与下柱交接处的垂直截面有效高度。

7.3.2 在牛腿中，承受竖向力所需的受拉钢筋和承受水平拉力所需的锚筋所组成的纵向受力钢筋的

总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0y

2
0ftuv

s 85.0
43.0

hf
bhfaFA −

≥ （7.3.2）

当 03.0 ha < 时，取 03.0 ha = 。

式中 vF ——作用在牛腿顶部的竖向力设计值。

7.3.3 牛腿中配置的钢纤维混凝土进入相邻下柱中的范围 h1应不小于 0.5 倍柱截面高度 hc ,进入上柱

中的范围 h2(图 7.3.3)应不小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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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1h

2h

h1 ≥0.5hc,h2 ≥50mm

图 7.3.3 钢纤维混凝土配置范围

7.4 桩基承台

7.4.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桩基承台设计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的有关规定。

7.4.2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桩基承台受柱冲切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台受柱冲切破坏锥体应采用自柱边或承台变阶处至相应桩顶边缘连线构成的锥体，锥体

与承台底面的夹角不小于 45°，当小于 45°时取 45°。

2 对于桩数不少于 4 根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矩形承台和三桩三角形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承台的受柱冲切承载力设计值：

)1( fppufpu λβ+= FF （7.4.2）

式中 fpuF ——未配置箍筋、弯起钢筋时，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冲切破坏锥体上的受柱冲切

承载力设计值；

puF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的有关规定计算的受冲切承载

力设计值；

pβ ——钢纤维对钢筋混凝土承台受冲切承载力的增强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

料时，可取 pβ 为 0.45。

7.4.3 对位于受柱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桩，可按下列规定计算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桩基承台受桩冲切

的承载力：

1 承台受角桩冲切破坏锥体侧面锥线采用从承台底角桩内边缘引 45°冲切线与承台顶面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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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变阶处相交点；当柱位于 45°冲切线以内时，应取从承台底角桩内边缘至柱边相交点。

2 未配置箍筋、弯起钢筋时，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矩形承台和非矩形承台受角桩冲切的承载力

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fppu
p

fpu λβ+= FF （7.4.3-1）

式中 p
fpuF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受角桩冲切的承载力设计值；

puF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的有关规定计算的钢筋混凝土

承台受角桩冲切的承载力设计值。

3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矩形承台，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其受方形边桩冲切的承载力可按公式

（7.4.3-1）计算(图 7.4.3)：

bhb ≤+ 0p 2 （7.4.3-2）

图 7.4.3 矩形承台边桩冲切破坏锥体

7.4.4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桩基承台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下桩基独立承台应分别对柱边和桩边、变阶处和桩边连线形成的斜截面进行受剪承载力

计算；当柱边外有多排桩形成多个剪切斜截面时，尚应对每个斜截面进行验算。

2 未配置抗剪钢筋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fvufu λβ+= VV （7.4.4）

式中 fuV ——钢纤维混凝土承台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uV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的规定计算的斜截面受剪承载

力设计值；

vβ ——钢纤维对斜截面上与混凝土有关的受剪承载力的影响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

bp
h0

h0

c1 a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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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料时，可按本规程第 5.3.2 条取用。

7.4.5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桩基承台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柱或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承台的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 5N/mm2以上时，应验算钢

纤维混凝土承台在柱下或桩上的局部受压承载力。

2 未配置间接钢筋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的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fflluflu λβ+= FF （7.4.5-1）

式中 fluF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luF ——钢筋混凝土承台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flβ ——钢纤维对构件局部受压承载力的影响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可按

本规程第 5.1.4 条取用。

3 配置间接钢筋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的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yvcorvfcfcuf )2(9.0 lll AffF βαρββ +=
（7.4.5-2）

式中： uflF ——配置间接钢筋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cβ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α ——间接钢筋对混凝土约束的折减系数；

vρ ——间接钢筋的体积配箍率；

corβ ——配置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

yvf ——间接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lA ——混凝土局部受压净面积。

4 承台在柱下、边桩或角桩顶部处的局部受压时的计算底面积应符合本规程第 5.6.1 条的规定。

7.4.6 在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桩基承台中应优先采用月牙肋钢筋，对集中布置在桩截面范围内的带状

钢筋，其伸进桩截面的长度应满足在钢纤维混凝土中受拉钢筋 小锚固长度 fal 要求，且伸过桩顶截

面中心线的长度不小于 5d 并向上 90o弯折。

7.4.7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桩基承台的构造要求除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的有关规定执行外，还应满足本规程中第 8 章关于钢筋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构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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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构造规定

8.0.1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一般构造要求和梁、板、柱、预埋件、预制构件接头及吊环等构造要

求，除本规程有明确规定外，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8.0.2 当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进行结构设计时，钢筋在钢纤维混凝土

中锚固长度、延伸长度和绑扎搭接长度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纵向受拉钢筋强度时，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对于普通钢筋 d
f
f

l
ft

y
fa α= （8.0.2-1）

对于预应力钢筋 d
f
f

l
ft

py
fpa α= （8.0.2-2）

式中 fpafa ll 、 ——受拉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在钢纤维混凝土中的锚固长度；

ftf ——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程第 3.3.5 条确定。当钢纤维混凝土强度

等级高于 CF40 时，按 CF40 取值；

d ——钢筋公称直径；

α ——钢筋外形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采用。

2 按照公式（8.0.2-1）和（8.0.2-2）计算的锚固长度尚应按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进行修正，修正后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fa7.0 l 、 ftt250 ff (mm)和 200mm 三者之中的较大者。

3 纵向受拉钢筋和受压钢筋在跨中或支座边截断时，其延伸长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采用，其中 al 以 fal 代替。

4 非预应力受拉和受压钢筋允许的绑扎搭接条件和搭接长度应按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的规定采用，其中 al 以 fal 代替。

8.0.3 混凝土板中配置抗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时，其构造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150mm；

2 按计算所需的箍筋及相应的架立钢筋应配置在与 45o冲切破坏锥面相交的范围内，且从集中

荷载作用面或柱截面边缘向外的分布长度不应小于 1.5 0h （图 8.0.3a）；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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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做成封闭式，间距不应大于 0h /3，且不应大于 100mm。

A A

≥
1.

5h
0

≥1.5h0

3

1

B B

4

45°

hh 0

3

21

50 ≥1.5h0
≤h0/3
≤100

A-A

30°~45°

h

45°

2

4

h 0

≥30

≥20d

h/2
2h/3

B-B

（a）用箍筋作抗冲切钢筋 （b）用弯起钢筋作抗冲切钢筋

图 8.0.3 板中抗冲切钢筋布置（图的尺寸单位 mm）

1—架立钢筋；2—冲切破坏锥面；3—箍筋；4—弯起钢筋

3 按计算所需弯起钢筋的弯起角度可根据板的厚度在 30o~45o之间选取；弯起钢筋的倾斜段应

与冲切破坏锥面相交（图 8.0.3b），其交点应在集中荷载作用面或柱截面边缘以外 h/3~/2h 的范

围内。弯起钢筋的直径不宜小于 12mm，且每一方向不应少于 3 根。

8.0.4 板柱节点可设置柱帽或托板，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板柱节点的形状、尺寸应包容 45o的冲切破坏锥体，并应满足受冲切承载力的要求；

2 柱帽的高度不应小于板的厚度 h ，托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h /4。柱帽或托板在平面两个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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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寸均不宜小于同方向上柱截面宽度b与 4 h之和（图 8.0.4）。

45°

b

≥b+4h

≥
h

h 45°

b

≥b+4h

h
≥

h/
4

（a）柱帽 （b）托板

图 8.0.4 带柱帽或托板的板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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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9.1 一般规定

9.1.1 抗震设防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原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有关规定。

9.1.2 抗震设防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建筑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50223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设防标准与设防等级。

9.1.3 考虑地震组合的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荷载效应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50010 确定。

9.1.4 考虑地震组合验算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时，均应按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γRE进行

调整。γRE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确定。

9.1.5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纵向受力钢筋的抗震锚固与搭接长度及其相关要求应符合现行《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其中 la应以 fal 代替。

9.1.6 抗震设防的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当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超过 CF60 时，所用钢纤维抗拉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 600N/mm2，钢纤维掺量不宜低于 1%；当采用抗拉强度等级在 1000N/mm2及以上的

异形钢纤维时，钢纤维掺量不宜低于 0.65%。

9.2 框架梁柱节点

9.2.1 对于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现浇框架梁柱节点，设计需配较多箍筋而造成施工困难时，可采

用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

9.2.2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的抗震设计除应满足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9.2.3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剪力设计值 jV 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9.2.4 考虑地震组合的钢纤维混凝土框架梁和框架柱的受剪截面限制条件应符合现行《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其中 fc应以 fcsf 代替。 fcsf 可按本规程公式（5.3.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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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考虑地震组合的钢纤维混凝土框架梁和框架柱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其中 Vc应以 Vfc代替。

9.2.6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受剪水平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柱节点核心区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1701(300[1
fjjfcci

RE
j λβη

γ
.hbf.V +≤ (9.2.6)

式中 Vj——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剪力设计值；

bj——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

hj——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截面高度；

jη ——正交梁对梁柱节点的约束影响系数；

cβ ——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影响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取用；

REγ ——承载力抗震调节系数。

2 bj、hj、 jη 、 REγ 的取值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9.2.7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的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

( ) ( )⎥
⎦

⎤
⎢
⎣

⎡
−++≤ '

b0
svjyv

fjjjtj
RE

fju 19.01
sah

s
Af

hbfV λβη
γ

(9.2.7-1)

2 其他情况

{ })(]05.0)1(1.1[1 '
sb0

svjyv

c

j
jfjjjtj

RE
fju ah

s
Af

b
b

NhbfV −+++≤ ηλβη
γ

(9.2.7-2)

式中 fjuV ——钢筋钢纤维土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剪力设计值；

N ——对应于考虑地震作用组合剪力设计值的节点上柱底部的轴向压力设计值，且当 N 大于

ccfc5.0 hbf 时，取 N 等于 ccfc5.0 hbf ；当 N 为拉力时，取 N 为 0；

cb 、 ch ——分别为上柱底截面的宽度、高度；

svjA ——配置在核心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内沿剪力方向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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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h ——框架梁截面有效高度，节点两侧梁截面高度不等时取平均值；

s ——节点核心区箍筋间距；

jβ ——钢纤维对梁柱节点抗震受剪承载力的影响系数，当 jη 为 1.0 时，取 jβ 为 1.10；当 jη

为 1.5 时，取 jβ 为 0.75。

9.2.8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的钢纤维含量特征值 fλ 不应小于表 9.2.8 的规定。

表 9.2.8 梁柱节点 小钢纤维含量特征值

框架抗震等级 一 二 三

fλ 0.9 0.7 0.5

9.2.9 框架节点中钢纤维混凝土进入相邻梁和柱中的范围不应小于 500mm，且不宜大于 1000m 。

9.2.10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的箍筋的构造要求应符合表 9.2.10 规定。

表 9.2.10 梁柱节点配箍构造要求

框架抗震等级 小配箍特征值 小体积配箍率 小箍筋直径(mm)
箍筋 大间距

(mm)

一 0.09 0.45% 10 150

二 0.07 0.35% 8 150

三 0.05 0.25% 8 200

9.2.11 框架结构纵向受力筋在钢纤维混凝土节点的锚固除应符合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纵向受拉钢筋在节点中的抗震锚固长度 faEl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二级抗震等级 fafaE 15.1 ll = （9.2.11-1）

三级抗震等级 fafaE 05.1 ll = （9.2.11-2）

式中 fal — 钢筋在钢纤维混凝土中的锚固长度，按本规程第 8.0.2 条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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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剪力墙及连梁

9.3.1 考虑地震组合的钢纤维混凝土剪力墙及连梁的受剪截面限制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其中 fc应以 fcsf 代替。 fcsf 应按本规程公式 5.3.1 计算。

9.3.2 考虑地震组合的钢纤维混凝土剪力墙及连梁的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其中 Vc应以 Vfc代替。

9.4 板柱节点

9.4.1 考虑地震组合的钢纤维混凝土板柱节点的受冲切截面及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其中 ft应以 fft 代替。

9.4.1 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板柱节点，应进行抗震受冲切承载力验算。

9.4.2 8 度设防烈度时宜采用有托板或柱帽的板柱节点，柱帽及托板的外形尺寸应符合本规程第

8.0.4 条的规定。同时，包括板厚在内的托板或柱帽根部的厚度不应小于柱纵向钢筋直径的 16 倍，

且托板或柱帽的边长不应小于 4 倍板厚与柱截面相应边长之和。

9.4.3 在地震组合下，当考虑板柱节点临界截面上的剪应力传递不平衡弯矩时，其考虑抗震等级的

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eq ,lF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计算。由地

震组合的不平衡弯矩在板柱节点处引起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应乘以增大系数，对一、二、三级抗

震等级板柱结构的节点，该增大系数可分别取 1.7、1.5、1.3。

9.4.4 在地震组合下，配置箍筋或栓钉的板柱节点，受冲切截面及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冲切截面

)1(2.11
fp0mft

RE
eq ,f λβη

γ
+≤ hufF l （9.4.4-1）

2 受冲切承载力

)1](8.0)15.03.0[(1
fpsvuyv0mm pc,ft

RE
eq ,f λβησ

γ
+++≤ AfhufF l （9.4.4-2）

3 对配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截面，尚应按下式进行受冲切承载力验算：

)1()15.042.0(1
fp0mm pc,ft

RE
eq ,f λβησ

γ
++≤ hufF l （9.4.4-3）

式中： eq ,flF ——板柱节点考虑抗震等级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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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β ——钢纤维对钢筋混凝土板受冲切承载力的增强系数，宜通过试验决定。当无试验资料

时，可取 pβ 为 0.45；

m pc,σ ——计算截面周长上两个方向混凝土有效预压应力按长度的加权平均值，其值宜控制

在 1.0N/mm2~3.5N/mm2范围内；

svuA ——与呈 45o冲切破坏椎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箍筋截面面积；

mu ——计算截面的周长，取距离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周边 0h /2 处板垂直截面的

不利周长。

9.4.5 无柱帽平板宜在柱上板带中设构造暗梁，暗梁宽度可取柱宽加柱两侧各不大于 1.5 倍板厚。

暗梁支座上部纵向钢筋应不小于柱上板带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 1/2，暗梁下部纵向钢筋不宜少于上

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 1/2。

暗梁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于 3/4 倍板厚，肢距不宜大于 2 倍板厚；支座处暗梁

箍筋加密区长度不应小于 3 倍板厚，其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100mm，肢距不宜大于 250mm。

9.4.6 沿两个主轴方向贯通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预应力筋及板底纵向普通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沿两个主轴方向贯通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钢筋的总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式要求：

Gsyppy NAfAf ≥+ （9.4.6）

式中： As——贯通柱截面的板底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对一端在柱截面对边按受拉弯折锚固的普

通钢筋，截面面积按一半计算；

Ap——贯通柱截面连续预应力筋截面面积；对一端在柱截面对边锚固的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按一半计算；

fpy——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G——在本层楼板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向压力设计值。

2 连续预应力筋应布置在板柱节点上部，呈下凹进入板跨中。

3 板底纵向普通钢筋的连接位置，宜在距柱面 aEl 与 2 倍板厚的较大值以外，且应避开板底受

拉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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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钢纤维混凝土工业建筑地面

10.1 一般规定

10.1.1 本章对垫层和垫层兼面层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建造的钢纤维混凝土工业建筑地面的要求做出

规定。本章未做出具体规定的技术要求可按现行有关建筑地面和建筑地基的技术标准执行。

10.1.2 下列情形下可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工业建筑地面：

1 受机械磨损或重物冲击严重，对抗裂、抗冲击性和耐磨性要求较高的地面；

2 需要在较大范围内不设接缝的地面；

3 地面堆载较大，用普通混凝土建筑地面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地面；

4 其他有特殊设计要求，需要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建造的地面。

10.2 设计参数

10.2.1 当钢纤维混凝土仅用作垫层时，其强度等级不宜小于 CF25；当钢纤维混凝土用作垫层兼面

层时其强度等级不宜小于 CF30；当钢纤维混凝土作无切缝地面，其强度等级不宜小于 CF30。

10.2.2 钢纤维混凝土的弯拉弹性模量应按现行水泥混凝土路面或机场道面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采

用。

10.2.3 进行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荷载和材料分项系数可按表 10.2.3 的规

定采用，表 10.2.3 中未作规定的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采用，车辆起动和

刹车的动力系数取 1.1~1.2；进行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荷载和材料分项系

数均取 1.0，且不考虑动力系数。

表 10.2.3 材料和荷载分项系数

项次 类别 荷载和材料分项系数

1 永久荷载 Gγ 1.20

2 可变荷载 Qγ 1.40

3 受拉或受压混凝土 Cγ 1.40

4 受拉钢纤维混凝土 SFγ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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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钢筋（钢筋网） Sγ 1.15

10.2.4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的相对刚度半径可按照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

或《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的规定计算，其中钢纤维混凝土弹性模量可取与钢纤

维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同的素混凝土弹性模量。

10.2.5 地基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 的规定。当采用压实填土

时，地基土的压实系数不小于 0.94。

10.3 板厚设计

10.3.1 在进行承载力计算时，安全等级和重要系数可按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GB50037 的规定选取。

10.3.2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的荷载标准值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 的规

定和有关工业厂房荷载标准的规定确定。

10.3.3 钢纤维混凝土分缝地面的地面板厚度不宜宜小于 120mm；钢纤维混凝土无切缝地面的厚度

不小于 140mm。

10.3.4 当仅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做地面面层时，其厚度不宜小于 60mm,在确保面层与混凝土地面垫

层可靠粘结情况下，面层厚度可以减薄，但不应小于 40mm。面层下普通混凝土垫层的厚度应按普

通混凝土地面的规定设计。

10.3.5 当采用钢纤维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带单层或双层钢筋或网片以及双层双向钢筋配筋的混凝

土时，宜采用塑性屈服线理论计算，而仅配置单层钢筋或网片的混凝土则不宜用塑性计算方法。

10.3.6 采用塑性屈服线理论计算时，钢纤维混凝土的 小延性宜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切缝地面：

4.0
Lctm,

R1m ≥
f
f

（10.3.6-1）

3.0
Lctm,

R3m ≥
f
f

（10.3.6-2）

无切缝地面：

6.0
Lctm,

R1m ≥
f
f

（1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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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Lctm,

R3m ≥
f
f

（10.3.6-4）

式中： Lctm,f ——钢纤维混凝土初裂弯拉强度；

R1mf ——对应于 CMOD 为 0.5mm 时的钢纤维混凝土残余弯拉强度；

R3mf ——对应于 CMOD 为 2.5mm 时的钢纤维混凝土残余弯拉强度。

10.3.7 按塑性屈服线理论计算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厚度时，板的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的

规定：

'
RdRd

'
EdEd mmmm +≤+ （10.3.7-1）

6

2

SF

R3m
Rd

hfm ×=
γ

（1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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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
⎫

⎩
⎨
⎧

⋅=
γγ

（10.3.7-3）

式中
'
EdEd mm + —— 不利荷载下相邻板底和板顶正、负弯矩 大值之和；

'
RdRd mm + ——板底和板顶截面正、负弯矩承载力 大值之和；

Rdm ——板底截面正弯矩承载力设计值；

'
Rdm ——板顶截面负弯矩承载力设计值；

R3mf ——对应于CMOD=2.5mm的钢纤维混凝土残余弯拉强度，可在1N/mm2到5N/mm2

范围内取值；

SFγ ——钢纤维混凝土材料安全系数；

h ——板厚；

L ctm,f ——钢纤维混凝土初裂弯拉强度。

10.3.8 钢纤维混凝土初裂弯拉强度 Lctm,f 和残余弯拉强度 R3mf 应通过切口梁弯曲试验获得。当没有

试验数据时，可按下式计算：

ctmLctm, 475.1 ff = （10.3.8）

式中： Lctm,f ——钢纤维混凝土初裂弯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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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mf ——素混凝土抗拉强度，按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采用。

10.3.9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的应力分析计算可采用附录 A 规定的方法。

10.3.10 连续钢纤维混凝土建筑地面的地面板可不做冲切承载力验算。

10.4 构造规定

10.4.1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的接缝可采用切缝、平头缝、企口缝、传力杆缝。各种接缝的构造要求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传力杆用于缩缝时，缝间可不放置填缝材料；当传力杆用于伸缝时（图 10.4.1a），缝间应

放置填缝材料。传力杆宜采用光圆钢筋，其尺寸与间距可按表 10.4.1 的规定选用， 外边传来杆与

接缝或自由边的距离宜为 150mm。传力杆一端应采用套管或蘸沥青。

图 10.4.1a 带护边专用传力杆

表 10.4.1 传力杆尺寸及间距（mm）

地坪板厚 钢筋直径 小长度 大间距

≤200 16 400 300

> 200 20 500 300

2 变形缝用作伸缝、沉降缝时缝的宽度宜为 20mm，缝内应填充低弹模弹性材料。如果变形缝

位于经常承受机械磨损、冲击的地段，缝两侧宜加护边角钢保护，在缝处宜设置传力杆（图 10.4.1a）。

3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应与建筑柱、墙体等建筑构件通过设置隔离缝（图 10.4.1-b）隔开，对

于有切缝地面隔离缝宽宜为 10mm。对于无切缝地面，隔离缝宜为 20mm。隔离缝内宜填低弹性材

料。

图 10.4.1b 柱和沟渠四周隔离缝

4 对其他各类接缝的要求与普通混凝土建筑地面的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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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纵向缩缝、横向缩缝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纵向缩缝或施工缝与横向缩缝或施工缝将地面分成板块，板块形状应为正方形或矩形，矩

形长宽比不宜大于 1.5；

2 纵向和横向分缝宜垂直相交，不得互相错位；

3 纵向缩缝可采用假缝、平头缝、企口缝或传力杆缝；横向缩缝宜采用假缝。假缝深度和宽度

要求见图 10.4.3；

图 10.4.2 假缝尺寸要求

4 当钢纤维混凝土仅做面层时，地面分缝应按普通混凝土地面的规定设置。

10.4.3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可分条浇注或一次浇注施工。非同次浇注的钢纤维混凝土地面间应设置施

工缝，宜采用传力杆缝、平头缝或企口缝。地面施工缝的设置宜与缩缝结合，并应符合本规程第 10.4.3

条规定。

10.4.4 钢纤维混凝土无切缝地面的接缝应采用带传力杆缝的伸缝、隔离缝。无切缝地面分仓的形状

应为正方形或矩形，矩形长宽比不大于 1.5。分仓区域尺寸不宜大于 45m× 45m。地面板应与建筑柱、

墙体等建筑构件通过隔离缝脱开。

10.4.5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的柱角、墙角和设备基础等角区宜布置（图 10.4.5）的附加“八字型”钢

筋。

图 10.4.5 附加“八字型”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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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钢纤维混凝土城镇道路与桥梁结构

11.1 一般规定

11.1.1 钢纤维可用于城镇道路路面、混凝土拱桥、钢筋混凝土与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梁桥以及其它类

型桥梁中的混凝土结构的增强或局部增强。

11.1.2 在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或部分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桥梁结构中，可在受拉区受力钢筋外侧配置

钢丝网用以提高抗裂性能。设计时，应考虑钢纤维混凝土或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的有利影响。

11.1.3 钢纤维混凝土桥梁的温度变化内力和收缩内力分别可按国家现行标准中混凝土桥梁规定值的

70%和 92%取用。

11.1.4 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和预应力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15mm。

11.1.5 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和部分预应力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 B 类构件的特征裂缝宽度限

值宜取为 0.10mm。

11.1.6 钢纤维混凝土城镇道路路面与桥梁结构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城市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

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 的有关规定。

11.2 钢纤维混凝土城镇道路路面

11.2.1 城镇道路路面采用的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应以 28d 龄期的弯拉强度控制。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应符合表

11.2.1 的规定。

表 11.2.1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

交 通 等 级 特 重、重 中 等 轻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 (N/mm2) ≥6.0 ≥5.5 ≥5.0

2 路面钢纤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弯拉强度值，应为路面板设计采用的弯拉强度标准值的 1.10

倍～1.15 倍。

11.2.2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和弯拉弹性模量可按本规程第 3.3.5 条和第 3.3.6 条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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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钢纤维混凝土路面在全幅摊铺时可不设纵向伸缩缝。路面板横向伸缩缝间距应根据当地气候

条件、路面板厚度、钢纤维掺量和已有资料及工程经验确定，可比同条件素混凝土路面横向缩缝间

距延长，但不宜超过 15m。

11.2.4 各交通等级的钢纤维混凝土路面板初选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钢纤维体积率为 0.6%～1.0%时，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规

定的水泥混凝土路面板初选厚度的 75%～60%选用；当钢纤维体积率为 1.0%～1.5%时，可按现行行

业标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规定的水泥混凝土路面板初选厚度的 60%～50%选用。

2 特重、重交通路面的钢纤维混凝土路面板厚度不宜小于 160mm；中等、轻交通路面的钢纤维

混凝土路面板厚度不宜小于 140mm。

11.2.5 钢纤维混凝土路面板在标准轴载 PS 作用下，在临界荷位处产生的荷载疲劳应力 prσ 应按下列

公式确定，其中各参数均应按现行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确定：

pscffrpr σσ kkk= （11.2.5-1）

0.057
efff )3001 N.k λ−=（ （11.2.5-2）

式中 psσ ——标准轴载 PS在四边自由板临界荷位处产生的荷载应力；

rk ——考虑接缝传荷能力的应力折减系数；

ck ——考虑偏载和动载等因素对路面疲劳损坏影响的综合系数；

ffk ——考虑设计基准期内荷载应力累计疲劳作用的疲劳应力系数；

eN ——设计基准期内标准轴载累积作用次数。

11.2.6 钢纤维混凝土路面板在温度梯度作用下, 临界荷位处的温度疲劳应力 trσ 计算，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中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有关规定。混凝土的弯拉强度标准值应以钢纤维混凝土的弯拉强

度标准值代替。

11.2.7 钢纤维混凝土路面板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rγ （ prσ ＋ trσ ）≤ ftmf （11.2.7）

式中 rγ ——可靠度系数，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的规定确定；

ftmf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N/mm2）。

11.2.8 旧混凝土路面上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的设计，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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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CJJ 169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离式或直接式加铺层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n

n

c
dc

dfn
df

dc

f
of ⎟⎟

⎠

⎞
⎜⎜
⎝

⎛
⋅−= h

h
h

ch
h
h

h （11.2.8-1）

式中 ofh ——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厚度；

fh ——在旧路面地基上修筑钢纤维混凝土单层板所需的厚度；

hdf——根据加铺层钢纤维混凝土的弯拉强度标准值计算的，在原路面的地基上修筑的普通混

凝土单层面板所需厚度；

hdc——根据原路面的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计算的，在原路面地基上修筑普通混凝土单层面

板所需厚度；

eh ——旧混凝土路面板厚度；

c ——旧路面的损坏状况系数，当旧路面基本完整时， c =1；有少量损坏时， c =0.75；部分

破坏时，c =0.50；破坏严重时，c =0.35；

n ——指数。当采用隔离式时，n=2；采用直接式时 n =1.4。

2 结合式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ofh =0.9( dfh - e
dc

df h
h
h

⋅ ) (11.2.8-2)

11.2.9 在沥青混凝土等柔性路面上铺筑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时，可将原有柔性路面作为基层，加铺

层可按新铺钢纤维混凝土路面面层计算。

11.2.10 钢纤维混凝土路面加铺层接缝与旧路面接缝间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直接式和结合式钢纤维混凝土路面加铺层的接缝应与旧路面的接缝重合；当旧路面横向缩缝

间距小于 4.5m 时，则加铺层内可间隔取消一条横向缩缝；旧路面纵向缩缝可被加铺层覆盖；纵向

工作缝应与旧路面的纵向工作缝相对应。

2 隔离式加铺层路面的接缝可不必与旧路面接缝相对应。

11.3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

11.3.1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

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的规定。

11.3.2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中所用钢纤维除应符合本规程第 4.1 节的规定外，其上、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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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钢纤维混凝土的钢纤维体积率宜为 0.9%～1.5%，钢纤维长径比宜为 60～100。

11.3.3 层布式复合路面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应符合本规程第 11.2.1 条的规定。

11.3.4 层布式复合路面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应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且满足本规程第

11.2.1 条的规定时，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可按混凝土弯拉强度的 1.18～1.30 倍采用；含量

特征值为低值时取下限，为高值时取上限，中间线性内插。

11.3.5 层布式路面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弹性模量可根据同强度等级素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按现行

行业标准《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的规定。

11.3.6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的横向缩缝间距可按本规程第 11.2.3 条的规定确定。

11.3.7 各交通等级下的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板的初选厚度，当上、下层钢纤维体积率为

0.9%～1.5%时，可按现行有关规范规定的水泥混凝土路面板初选厚度的 75%～65%选用。层布式钢

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140mm。

11.3.8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板在标准轴载PS作用下，在临界荷位处产生的荷载疲劳应力 prσ

可按本规程公式（11.2.5-1）确定，其中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的疲劳应力系数 ff.lk 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0.057
efff.lff.l )1801( Nd/l.k ρ−= （11.3.8）

式中 ff.lk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的疲劳应力系数；

f.lρ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局部钢纤维体积率。

11.3.9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板在温度梯度作用下, 临界荷位处产生的温度疲劳应力 trσ ，应

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的有关规定确定。

11.3.10 根据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板的厚度，按本规程第 11.2.7 条进行强度验算，但计算中

的 ftmf 应以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 ftm.lf 替换。

11.3.11 在沥青混凝土等柔性路面上，铺筑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时，宜将原有柔性路面作为基

层，加铺层按新铺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板计算。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也可作为沥

青混凝土路面的基层。

11.4 钢纤维混凝土桥梁结构构造规定

11.4.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和部分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桥梁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纤维混凝土的主梁截面高度可比现行规范关于混凝土构件截面高度的建议取值范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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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主梁截面高度可比现行规范关于混凝土构件截面高度的建议取

值范围低 20%~25%。

2 钢纤维混凝土或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宜用于梁的受拉区域，并应延伸至受压区域不小于

1.0m 的范围。也可用于结构受力复杂、受剪和易开裂、破损的部位。与普通钢筋混凝土交接部位宜

采用变截面渐变过渡，并应设置横肋加强。

3 大跨及特大跨桥梁宜采用全截面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或预应力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薄

壁箱形截面。

11.4.2 中小跨度桥梁的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得低于 CF30；大跨度及特大跨度预应力钢丝网钢纤

维混凝土桥的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得低于 CF40。

11.4.3 根据结构受力需要调整的梁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中的钢纤维体积率不宜小于 1.5%。

11.4.4 部分预应力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梁的预应力筋宜采用单束 7ф5 或 3 束 7ф5 的高强低松弛钢绞

线，也可采用单束 7ф9 或 3 束 7ф9 的高强平行钢丝直索。

11.4.5 部分预应力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箱梁顶、底板 小厚度不应小于 100mm。桥面大于 10m 时

应设置加劲肋增强箱梁顶板，加劲肋截面可取为 200mm×300mm，间距不宜小于 400mm，应沿横桥

向通长设置。

11.4.6 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箱梁宜在梁顶、底板 外层设置钢丝网，钢丝网中钢丝直径为

ф1.5mm，间距为 15mm×15mm；若采用钢筋网代替钢丝网，可采用直径 6mm 的钢筋，以 50mm×50mm

间距布置。

11.4.7 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箱梁当采用钢丝网时，粗骨料 大粒径不应大于 10mm；当采用钢

筋网时，粗骨料 大粒径不应大于 20mm。

11.5 钢纤维混凝土城镇桥梁结构设计

11.5.1 在进行部分预应力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梁设计时，应首先确定梁受力所需要的 小预应力

度。选择 小预应力度应以跨中截面作为控制截面。连续梁的支点截面处拉应力超过预应力筋承受

的部分，宜采取增加普通钢筋承受拉力的措施解决。

11.5.2 在确定结构正常使用要求的 小预应力度时，除应符合现行有关桥梁设计规范的规定外，当

采用不同施工方式实现结构连续时，应计入混凝土收缩产生拉应力的影响。

11.5.3 部分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A类裂缝控制验算应按国家现行标准中公路钢筋混凝土及

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的有关规定采用，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tkf 应以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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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ftkf 代替。

11.5.4 部分预应力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 A 类裂缝控制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荷载短期效应组合下

nffc,pcst f≤− σσ （11.5.4-1）

2 在荷载长期效应组合下

0pclt ≤− σσ （11.5.4-2）

式中 ltst ,σσ ——在荷载短期、长期效应组合下抗裂验算截面边缘的法向拉应力；

pcσ ——扣去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的预应力钢筋在抗裂验算截面受拉边缘产生的混凝土预压

应力；

nffc,f ——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名义抗拉强度。

3 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名义抗拉强度 nffc,f 宜通过试验确定。当缺乏试验资料时，对于配有

剪切型钢纤维和钢丝网的混凝土，其名义抗拉强度可按下表 11.5.4 取用。

表 11.5.4 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名义抗拉强度（N/mm2）

剪切型钢纤维体积率（%） 1.00 1.25 1.50 2.00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 2.12 2.23 2.34 2.56

C40 2.62 2.76 2.89 3.17

C50 3.03 3.18 3.34 3.65

注 1：表内名义抗拉强度值适用于剪切型钢纤维长度 30mm~35mm、长径比 50~70 和钢丝网钢丝直径 1mm~1.5mm、

间距 15mm 的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

注 2：受拉钢筋配筋率每增加 1.0%，名义抗拉强度按表 11.5.4 查得的值增加 2.47N/mm2，中间值内插。

11.5.5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城镇桥梁结构受弯构件的裂缝宽度和挠度验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6 章的规

定。当采用名义拉应力估算裂缝宽度时，名义拉应力可按国家现行标准中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

混凝土桥涵设计的有关规定采用。其中相当于 0.1mm 的裂缝宽度时混凝土的名义应力项应计入钢纤

维的影响后再与钢筋的名义应力项叠加。

11.5.6 矩形截面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梁或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可按本规程第

5.2.2 条计算。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和部分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箱梁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可以将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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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简化成 I 字形截面，按本规程第 5.2.2 条计算。

11.5.7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和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箱形拱桥主拱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时可将主

拱截面简化为 I 字形截面（图 11.5.7），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11.5.7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箱形、I 字型截面偏心受压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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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8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和部分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桥梁结构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可按现行

公路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采用，并可按本规程第 5.3.2 条的规定考虑

钢纤维的影响。

11.6 钢纤维混凝土城镇桥梁桥面

11.6.1 对于简支、连续体系结构和轻型拱式结构的公路和城市桥梁桥面，当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做铺

装层时可按本节规定设计；对于重型拱式桥梁，当钢纤维混凝土桥面铺装在填充料上时，宜按本规

程第 11.2 节公路路面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

11.6.2 桥面用钢纤维混凝土除应满足本规程第 3 章的有关规定外，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F30，弯拉强

度标准值不应低于 5.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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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 钢纤维混凝土桥面铺装层厚度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桥面的使用条件、桥梁结构对桥面的要

求和钢纤维混凝土的性能并参考已有工程资料或当地经验确定，宜在 80mm~100mm 间选取，有特

殊需要时可适当减薄，但不应小于 60mm。

11.6.4 钢纤维混凝土桥面层内配置的钢筋网应较相应的普通混凝土桥面层内配置的钢筋网数量减

小。宜采用带肋钢筋焊结钢筋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网格间距不宜大于 200mm，保护层厚

度宜取 35mm。中、轻级交通等级的跨径较小、刚度较大的桥梁的桥面或当地确有工程经验时，可

取消钢纤维混凝土桥面铺装层内的钢筋网。

11.6.5 桥面铺装层分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矩形分块的纵缝和横缝应垂直相交，纵缝两侧的横缝不得互相错位。

2 纵缝的间距由桥面宽度决定，但不应大于 15m，单向坡三车道或小于三车道的桥面可不设

纵缝。

3 横缝分为缩缝或胀缝，横向缩缝间距应依据当地气候条件、钢纤维的性能和体积率、桥面长

度等因素确定，宜在 10~15m 间选取。胀缝间距可取为缩缝间距的 2 倍，胀缝的宽度宜取 5mm~8mm。

4 桥面铺装层在桥梁结构伸缩缝处应设变形缝或施工缝，缝边宜采用型钢加强，缝两侧桥面铺

装层的钢纤维混凝土宜提高强度等级和纤维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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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钢纤维混凝土防水工程

12.1 一般规定

12.1.1 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的钢纤维混凝土或砂浆的防水设计，除应遵守本章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的有

关规定。

12.1.2 防水层宜采用钢纤维补偿收缩混凝土。可在钢纤维混凝土中掺入膨胀剂获得要求的补偿收缩

性能，应根据膨胀剂种类、环绕温度、水泥品种及膨胀率的要求通过试验确定膨胀剂掺量，并应与

钢纤维掺量匹配，钢纤维补偿收缩混凝土 28d 的膨胀率不宜小于 0.02%。

12.1.3 对防水等级要求较高的工程，可在纤维混凝土或砂浆中掺入聚合物乳液，也可掺用渗透结晶

型无机质防水材料。聚合物乳液和无机质防水材料的品种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12.2 屋面防水

12.2.1 屋面钢纤维混凝土防水层厚度不宜小于 30mm。

12.2.2 钢纤维混凝土屋面防水层与找平层之间宜设隔离层；采用钢纤维补偿收缩混凝土的屋面防水

层与找平层之间可不设隔离层。

12.2.3 钢纤维混凝土屋面防水层的分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面防水层应设纵缝和横缝，纵横缝宜相互垂直，且不得相互错位，其间距不宜大于 10m；

2 屋面与女儿墙、天窗侧墙、电梯间侧墙等突出屋面结构周围的连接处应设置隔离缝；

3 分缝和隔离缝应在混凝土硬化并干燥后用柔性密封材料嵌封。

12.3 地下室和水池防水

12.3.1 地下室和水池的底板、墙体或池壁可采用钢纤维混凝土防水砂浆层，厚度不宜小于 20mm。

钢纤维防水砂浆应分层抹压于基层上，每层厚度不宜大于 10mm。对于室内防水层有美观要求的区

域，应在钢纤维砂浆层外设置不小于 10mm 的防水砂浆层。

12.3.2 用于地下室、水池等基层上的防水层与基层之间应粘结牢固，必要时可使用界面处理剂或对

基层界面进行凿毛处理。

12.3.3 地下室和水池采用混凝土结构自防水时，可在混凝土中或局部高应力区混凝土中掺入钢纤

维，用以提高结构的抗裂性，确保结构的抗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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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结构

13.1 一般规定

13.1.1 用于隧道支护中其用途和相应掺入的纤维种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作软弱围岩的初期支护，宜掺入钢纤维；

2 用作高地应力的硬岩地层中作为岩爆的防护措施，宜掺入钢纤维；

3 用作单层衬砌时，视围岩条件可掺入非金属纤维、钢纤维，也可两种纤维混合使用；

4 铁路隧道采用喷锚构筑法施工时规定了应采用光面爆破或预裂爆破技术。

13.1.2 用于修补裂损隧道衬砌，加固既有衬砌结构，视破损状态可掺入非金属纤维或钢纤维，也可

两种纤维混合使用。

13.1.3 用于边坡支护，可视边坡稳定情况与锚杆或钢筋网结合使用，掺入钢纤维或复合纤维。

13.1.4 若掺入短切合成纤维时，其体积掺量不宜小于 0.1%；合成纤维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

泥混凝土与砂浆用合成纤维》GB/T 21120 的规定。

13.1.5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的 小水泥用量不应低于 400kg/m3；骨料宜采用连续级配， 大粒径不宜

大于 10mm；可根据设计与施工要求掺加矿物掺合料和外加剂，其品种和剂量应通过试验或工程经

验确定，并经现场试喷检验。

13.2 隧道支护设计

13.2.1 喷射钢纤维纤维混凝土支护结构的设计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铁路隧道喷锚构筑法技术规范》TB 10108 和《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GB 50086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13.2.2 隧道工程纤维喷射混凝土支护和衬砌的采用以及设计参数的确定应在调查下列地质条件的

基础上确定：

1 岩体完整性，节理裂隙发育程度；

2 岩石矿物成分，岩块强度和变形特征，物理膨胀性；

3 初始地应力情况；

4 地下水情况；

5 地温、水温等特殊地质条件。

13.2.3 用于围岩初期支护的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纤维喷射混凝土抗压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 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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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 /T 50476 的规定；

2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韧性宜符合表 13.2.3 的规定，据以确定钢纤维的掺量；

3 喷层厚度应根据围岩地质条件确定，当喷层厚度大于 200mm 时，应分次施作；

4 采用的钢纤维喷混凝土符合表 13.2.3 规定的韧性指标时，初期支护可不再设置钢筋网。

表 13.2.3 初期支护的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的弯曲韧性指标

围岩级别 能量吸收值 G（J） 弯曲韧性比 Re（%）

Ⅳ 700 50

Ⅴ 1000 60

Ⅴ以下及挤压型，膨胀性 >1000 >60

13.2.4 符合下列条件的围岩可采用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单层衬砌：

1 围岩无显著变形，或采取先期支护措施围岩变形已基本稳定；

2 岩块具有足够的强度，保证岩面和喷射混凝土层之间的粘结强度能得到保证；

3 地下水不发育。

13.2.5 用于隧道单层衬砌的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视围岩完整性可掺用钢纤维或非金属纤维，也可以二者兼用。

2 韧性指标应满足能量吸收值在 800J～1050J 之间、弯曲韧性比不小于 55% 的要求。

3 与岩面间的粘结力应不小于表 13.2.5-1 的规定。

表 13.2.5-1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加固层与岩面间的粘结强度

项目 与围岩面间的粘结强度（MPa）

非结构性的防护 0.1

支护结构 0.5

4 喷层厚度不应小于 60mm，不宜大于 250mm。设计参数可参照表 13.2.5-2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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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5-2 单层衬砌设计参数

围岩级别 Ⅱ Ⅲ Ⅳ（限于单线）

岩块强度 Rc（MPa） ≥30 ≥30 ≥30

纤维种类

钢纤维或非金属纤维（也

可二者兼用）

钢纤维

（可兼用非金属纤维）

喷层厚度

（mm）

单线隧道 60 100 160

双线隧道 100 160 200

锚杆 - 局部设置或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

钢支撑 - - 系统设置

注：该表同时适用于不同跨度的单双线隧道。隧道横断面尺度的影响用锚杆参数来调节。

5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的抗冻性、抗渗透性及耐久性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13.3 边坡支护设计

13.3.1 边坡喷射钢纤维混凝土支护设计应综合考虑岩土性状、地下水、边坡高度、坡度、周边环境、

坡顶建筑物荷载、地震力及气候等因素或采用防护型钢纤维喷射混凝土，或与锚杆、预应力锚杆等

配合使用作为结构型锚喷支护。

13.3.2 永久性边坡宜采用预应力锚杆或预应力锚杆与非预应力锚杆相结合的支护类型。坡面宜采用

厚度不小于 8cm 的配筋喷射钢纤维混凝土支护。

13.3.3 边坡钢纤维喷射混凝土支护设计应包括防排水设计。边坡的喷射钢纤维混凝土护层内应设泄

水孔。

13.3.4 下列边坡工程的锚喷支护设计应通过专家论证：

1 高度大于 30m 的岩石边坡和高度大于 20m 的土质边坡工程；

2 地质及环境条件复杂、稳定性极差的边坡工程；

3 滑坡内的边坡工程；

4 一旦失稳破坏，后果极其严重的边坡工程。

13.4 修补和加固工程设计

13.4.1 用于修补和加固既有裂损结构的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加固设计应符合现行的规定。

13.4.2 加固和修复采用的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FC30，并应比被加固结构的混凝土强

度等级高 1~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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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层的 小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于结构构件强度加固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60mm；

2 用于结构耐久性修复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40mm；

3 喷层表面不应有钢纤维露头，可采用喷射砂浆予以防护。

13.4.4 对所加固的结构表面，宜采用涂刷界面剂或栽插锚固筋的方法增加新旧结构层的粘结。

1 用于非结构加固的钢纤维喷射混凝土与既有混凝土间的粘结力应大于 0.5MPa。

2 用于结构加固的钢纤维喷射混凝土与既有混凝土间的粘结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的规定。

13.4.5 采用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加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固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时，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3.4.5)

式中 N——构件的轴向力设计值；

φ——构件的稳定性系数，以加固后截面为准，按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

规定采用；

——原构件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原构件的截面面积；

——原构件纵向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原构件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喷射钢纤维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喷射钢纤维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根据按同标号喷射混凝土强度设计值选

用；

——构件加固用纵向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构件加固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α——考虑后加固部分应变滞后和新旧混凝土协同工作差异时，加固用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和纵

向钢筋的强度利用系数，可取 0.8；当采用卸荷加固时，该系数可根据卸荷后原构件的实际应力水平



69

或有关的可靠试验数据予以提高。

2 加固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时，应按整体截面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以及本规程第 5 章中的有关公式进行承载力计算。其中，新增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和纵向钢

筋的强度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予以折减：

1）加固后为大偏心受压构件时，受压区新增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和纵向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和受拉区新增加的纵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和喷射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乘以折减系数

0.9；

2）加固后为小偏心受压构件时，受压区新增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和纵向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应乘以折减系数 0.8，受拉区新增加的纵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和喷射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

值应乘以折减系数 0.9。

3 加固梁板受弯构件时，应根据结构的实际情况，分别在受压区和受拉区采用不同的加固形式。

对在受压区加固的受弯构件，其承载力、抗裂度、裂缝宽度及变形计算和检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BG 50010 中关于叠合构件的规定执行；对在受拉区加固的受弯构件，计算其承

载力时，新增纵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和喷射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乘以折减系数 0.9。

4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按现行国家标准《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GB 50086

规定的同标号喷射混凝土强度设计值选用。

5 受拉区喷射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按现行国家标准《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GB

50086 规定的抗拉强度值再按本规程 4.2 节规定的式(4.2.4-1)进行计算获得。

6 当允许受拉区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开裂，则应考虑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的残余抗拉强度，其裂

缝宽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允许的裂缝

宽度限值。新增喷射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乘以折减系数 0.9。

13.4.6 当采用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夹板墙对墙砌体进行抗震加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层抗震能力的增强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i0

0ijpij
n

1j
pi

1-
1

A
A）（η

η =∑
+= (13.4.6)

式中 η——面层加固的第 i 楼层抗震能力的增强系数；

pijη ——第 i 层中第 j 加固墙段的增强系数；

n——第 i 楼层中在验算方向上面层加固的抗震墙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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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jA ——第 i 楼层第 j 墙段在 1/2 层高处的净截面面积；

i0A ——第 i 楼层中在验算方向上原有抗震墙在 1/2 层高处的净截面总面积。

2 第 i 层中第 j 加固墙段的增强系数 pijη 可按表 13.4.6 采用。

表 13.4.6 墙体加固后的增强系数

原墙体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 加固墙段的增强系数

M2.5、M5 2.5

M7.5 2.0

M10 1.8

13.4.7 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加固构件其构造要求应符合的规定。

13.5 地下结构模筑衬砌设计

13.5.1 地下结构采用模筑衬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抗拉、抗剪、抗裂、抗冲击、抗疲劳、抗震、抗爆等性能要求较高的铁路隧道二次模筑衬

砌，以及存在高水压、高地应力、挤压性围岩地、对有抗震设防和国防要求的隧道二次衬砌可以采

用钢纤维混凝土。

2 防止衬砌非结构性裂缝，提高耐久性，可采用非金属纤维。

3 对有耐火要求的隧道二次模筑衬砌，可采用合成纤维或纤维素纤维。

4 寒区隧道防止冻害引起的衬砌混凝土劣化，宜采用非金属纤维或钢纤维。

13.5.2 地下结构模筑衬砌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纤维或混杂纤维混凝土衬砌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 中

有关规定，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要求，裂缝控制等

级，变形和裂缝宽度的规定限值以及耐久性要求等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 50010 和《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 的规定。

2）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裂缝宽度、钢筋应力以及受弯构件挠度

应依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采用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按普通钢筋混凝

土构件计算，通过试验方法确定钢纤维对裂缝宽度的影响。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程第六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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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3）非金属纤维用于控制混凝土早期收缩裂缝时，应满足设计要求的抗裂性能；非金属纤维混

凝土结构承载力可按同强度等级的普通混凝土结构构件计算。

4）在进行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应按实际采

用的钢纤维长径比或等效长径比和体积率计算钢纤维的特征值 fλ ，当 fλ 大于 1.2 时，

宜取 fλ 为 1.2。

2 钢纤维混凝土衬砌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钢纤维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抗拉强度、受压和受拉弹性模量，剪切模量、泊松比、线膨

胀系数应符合本规程第 4.2 条的规定。

2）钢纤维的体积率宜根据设计要求的抗拉强度、弯拉强度、韧性要求中的某一项或者几项通

过试验确定或根据已有资料经过计算确定。

3）钢纤维常用体积率宜为 0.35%～1.5%； 大不宜超过 2%，且不应小于 0.35%；对抗拉强

度不低于 1000MPa 的异形钢纤维不应小于 0.25%。

3 钢纤维混凝土衬砌按概率极限状态法设计时，矩形截面中心和偏心受压构件的受压承载能力

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 的规定；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不允许

出现裂缝的构件，其抗裂承载力应按式（13.5.2-2）计算：

Rt

ftk
kst

f
bhheN

γ
ϕγ ⋅≤− 2

0 75.1)6( （13.5.2-2）

式中 ftkf ——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的标准值（MPa），按本规程第4.2条的规定选用；

其余符号定义及引用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 中的有关规定。

4 钢纤维混凝土衬砌按破损阶段法及容许应力法设计时，矩形截面中心和偏心受压构件抗压强

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 的规定；不允许出现裂缝的偏心受压构件其

抗裂承载力应按式（13.5.2-3）计算。

16
75.1

0 −
≤

h
e

bhf
NK fRlϕ （13.5.2-3）

式中 fRlf ——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极限值（MPa），按现行行业标准《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

中规定的抗拉强度极限值，再按本规程规定的式(4.2.4-1) 引入考虑钢纤维影响的修正项计算选用；

其余符号定义及引用值应符合《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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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衬砌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及构造措施应符合本规程

第 5 章、第 6 章和第 8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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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钢纤维混凝土工业地面设计计算

A.1 荷载系数和接缝应力折减系数

A.1.1 地面荷载系数 Qγ 和动力系数 dγ 可按表 A.1.1 选用。

表 A.1.1 地面荷载系数和动力系数

设计情况 接缝间距 荷载系数 动力系数

不计收缩应力
≦12m 1.5

1.1-1.2>12m 2.0

计入收缩应力 1.2

A.1.2 地面的接缝应力折减系数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自由边 rγ =1.0；

2 对于切缝、企口缝、带拉杆或传力杆的平头缝 rγ =0.8；

3 对于带传力杆的切缝、企口缝 rγ =0.7。

A.2 荷载应力分析

A.2.1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垫层或垫层兼面层厚度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当集中荷载作用在板中心时，

荷载应力计算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

00
p

)21( Bh
L
r
S

+
=

γσ （A.2.1）

式中 m ——地面板底正弯矩设计值；

'm ——地面板顶负弯矩设计值；

h ——地面板设计厚度（mm）；

oγ ——重要性系数，按照《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采用；

S0 ——考虑多点荷载对主荷载影响的作用在地面板上的广义荷载设计值（N）；

r ——圆形荷载支承面的计算半径或者当量圆计算半径（mm），荷载作用面为非圆形时按面

积相等原则换算为圆形作用面称为当量圆，且假定两者形心重合；

L ——相对刚度半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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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面单位宽度；

A.2.2 当集中荷载作用在板角时荷载应力计算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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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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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σ （A.2.2）

A.2.3 当荷载作用在板边时荷载应力计算值可按下列情况计算：

1 在单独集中荷载作用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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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σ （A.2.3-1）

2 在车轮荷载作用下：

1）当轮轴平行于板边时：

2p
2
Bh
ZP

=σ （A.2.3-2）

2）当轮轴垂直于板边时：

2
3
Bh
ZP

=σ （A.2.3-3）

式中 P——车辆和运输机械的轴压设计值；

B——地面单位宽度；

Z——当量力臂值。

3）当量力臂值 Z 可由图 A.2.3 确定。

（a）轮轴平行板边 （b）轮轴垂直板边

图 A.2.3 当量力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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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相对刚度半径计算

A.3.1 当基层是回弹地基，地面板的相对刚度半径 L 按式(A.3.1)计算：

4
K
EIL = (A.3.1)

式中： L ——相对刚度半径；

E ——地面板弹性模量；

I ——地面板惯性矩；

K ——地基反力系数，按相关规范确定。

A.3.2 当基层是弹性地基，地面板的相对刚度半径 L 按式(A.3.2)计算：

3

0

2
E
EIL = (A.3.2)

式中： 0E ——地基变形模量，按相关规范确定。

A.4 板厚计算

A.4.1 板厚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荷载条件、地基情况和拟采用地面结构的特性，结合工程经验选取板厚初始值 0h ，确

定各有关设计参数；

2 设计板的相对刚度半径；

3 计算各种荷载布置下板的内力，找出 不利荷载组合下板的内力计算值；

4 根据本规程第 10.3.7 条规定计算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厚度。

A.4.2 板厚计算值应满足本规程第 10.3.3 条规定的 小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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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钢纤维混凝土残余弯拉强度测试方法

B.1 适用范围

本试验方法主要根据钢纤维混凝土试件的残余弯拉强度来评价钢纤维在混凝土里的增强、增韧

效果。

B.2 原则

通过集中荷载作用下简支带切口梁试件的试验，得到跨中切口张开处的水平位移 CMOD 与荷载

变化的曲线（Load-CMOD curve）或竖向挠度δ与荷载变化的曲线（Load-deflection curve），根据计

算得到的残余弯拉强度评价钢纤维对混凝土的增强、增韧效果。

B.3 试验设备

B.3.1 液压伺服试验机：量程 200kN，相对误差不大于 1.0%，试验机必须具有足够刚度，并能通过

控制位移实现加载。

B.3.2 位移传感器：量程不应小于 5mm，精度不应低于 0.01mm。

B.3.3 荷载传感器：量程 200kN，精度不低于 0.1kN。

B.3.4 动态数据采集系统：应能实时采集荷载与挠度的数值，采样频率不宜低于 1kHZ。

B.3.5 夹式引申仪：量程不应小于 5mm，精度不应低于 0.01mm。

B.3.6 挠度测量架应包括水平安装的铝板、固定钮、位移传感器触头顶板等。

B.3.7 试件加载如图 B.3.7 所示。辊轴直径为 30mm~50mm，长度为 160mm。三个辊轴可以万向滚

动和在垂直于试件轴线方向自由倾斜。两个支承辊轴中心线之间的间距 l为 500mm ± 2.0mm。

图 B.3.7 试件加载位置

（图中：1——支承辊轴，2——加载辊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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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试件的制作和养护

B.4.1 试件制作养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实验方法标准》GB/T 50081-2002

规定。

B.4.2 试件尺寸宜采用 150mm×150mm×550mm。

B.4.3 试件的填料步骤（图 B.4.3），先填充区域 1，再填充区域 2，区域 1 的面积应达到区域 2 的 2

倍。当模具中的混凝土达到试件高度 90%时进行振捣，振捣过程中加满和整平混凝土。振捣采用外

部振动法。

图 B.4.3 试件浇筑步骤

B.4.4 将试件成型时的侧面作为支承面，支承面跨中预开口，开口宽度不大于 5mm，深度

25mm±1mm。开口采用自动切割机完成，切割时采用在切口处喷水的湿切作业。切口要求在梁跨中

且垂直于支撑面，切口宽度不应大于 5mm，且不应出现重叠槽。

B.5 试验步骤

B.5.1 进行试件尺寸测量，并作出安装位置和测试仪表位置的标记。

B.5.2 将试件无偏心的放置于支座上，以试件预开口面作为支承面。位移传感器安装在试件长度方

向的中心位置。预开口处张开的水平位移或挠度测量的装置如图 B.5.2-1 和 B.5.2-2。

B.5.3 挠度测量装置应配有型钢或铝材制作的横梁，固定横梁与试件侧面的螺栓，要求横梁的一端

可以滑移，另一端可以转动（图 B.5.2-2）。

图 B.5.2-1 水平位移测试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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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5.2-2 挠度测试实验装置

B.5.4 加载前应预加载，确保试件、加载装置以及铰支座充分接触，仪器设备工作正常。

B.5.5 启动实验机，采用闭环等速位移控制加载，加载速率为 0.05 mm/min ，当 CMOD 达到 0.1mm

时，调整加载速率为 0.2mm/min.。

B.5.6 当 CMOD 达到 4mm 时终止试验。

B.5.7 当测得在 CMODFL 到 CMOD 为 0.5mm 范围内的 小荷载小于对应于 CMOD 为 0.5mm 时的

荷载的 30%时，应重新检查试验装置并舍弃该试验结果。

B.5.8 若裂缝未出现在试件的预开口处，则舍弃该试验结果。

B.6 试验结果计算

B.6.1 当采用挠度测试实验，上述的 CMOD 值应按下式换算为等效挠度δ ：

04.085.0 += CMODδ （B.6.1）

B.6.2 抗折强度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折强度
f

Lct,f 按下式计算：

2
sp

Lct, 2
3
bh

lFf Lf = （B.6.2）

式中：
f

Lct,f —— 大应力，即抗折强度，N/mm2；

LF ——对应于 大应力的荷载，N；

l ——试件跨度，mm；

b ——试件宽度，mm；

sph ——试件从切口顶端到试件顶部的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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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应于 大应力的荷载 LF 可按图 B.6.2 确定。

图 B.6.2 荷载与切口张开位移 CMOD 关系曲线

B.6.3 残余弯拉强度 jR,f 应按下式计算：

2
sp

j
jR, 2

3
bh

lF
f = （B.6.3）

式中： jR,f ——对应于切口张开位移值CMOD 为 jCMOD 或挠度值δ 为 jδ 的残余抗弯拉强度，

N/mm2；

jF ——对应切口张开位移CMOD 为 jCMOD 时的荷载值（图 B.6.3），N；

l ——试件跨度，mm；

b ——试件宽度，mm；

sph ——试件从切口顶端到试件顶部的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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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6.3 荷载 jF 与切口张开位移值 jCMOD ,( j=1,2,3,4)

B.7 试验报告与评估

B.7.1 试验报告主要应包括试件混凝土配合比、试件制作与养护情况、试件尺寸、试验方法、荷载

-CMOD 或荷载-挠度曲线、抗折强度和残余强度试验结果等。

B.7.2 残余弯拉强度 R3mf 应满足本规程第 10.5.3 条的要求，且 R3mf 应不小于 1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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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这样做：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程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非

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可参照……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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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2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3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4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

5 《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GB 50086

6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7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153

8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

9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10 《城市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11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12 《公路钢筋混凝土与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

13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14 《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

15 《铁路隧道喷锚构筑法技术规范》TB 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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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行业标准《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JG/T ××××—××××，经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

发布。

本规程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

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的先进技术法规与设计标准，许多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工作，取得了适合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的重要技术参数，为本规程的制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资料。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高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

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

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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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规范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及合理性，根据多年来钢纤维

混凝土结构的工程经验与研究成果，编制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尤其是对抗拉、抗剪、弯拉强度和抗裂、抗冲击、抗疲劳、

抗震、抗爆等性能要求较高的工程或其局部部位工程的设计。钢纤维能显著提高混凝土的抗拉、抗

剪、弯拉强度和抗裂、抗冲击、抗疲劳、抗震、抗爆及弯曲韧性等项性能，因此钢纤维混凝土应在

能够发挥其特点优势的结构及其局部部位使用中，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目前国内钢纤维的主

要品种有：用钢丝切断生产的异形钢纤维；用薄钢板剪切生产的平直形和异形钢纤维；用钢锭铣削

生产的异形钢纤维；用钢丝刮削法生产的刮削形钢纤维；用熔抽法生产的不锈钢直形钢纤维。本规

程中所给参数主要是根据上述种类钢纤维配置的混凝土及其构件的试验得出的。由于目前国内市场

上的钢纤维没有统一的规格，不同厂家生产的钢纤维质量差别较大，因此在工程应用时，如采用规

程中给定的参数，应注意钢纤维混凝土所采用的钢纤维品种与规格。如条件允许，设计所采用的参

数宜通过试验确定。

本规程不适用于采用轻质混凝土和耐热混凝土等配制的特种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设计。

1.0.3 本规程依据现行工程结构和建筑结构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编制。本规程内容是基于现阶段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的成熟理论和对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承载力与正常使用的 低要求。

1.0.4 由于钢纤维混凝土的应用范围较广，涉及工业与民用建筑、水利、港口、交通及地下工程等

不同工程类别。本规程与相关标准、规范进行了合理衔接，仅对建筑工业行业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

一些特殊要求做出规定，在执行时尚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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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主要术语

术语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规程涉及的有关钢纤维混凝土专业术语，系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

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GB132、《建筑结构术语和符号标准》GB/T50083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0 等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国外有关标准给出。

2.2 主要符号

符号基本沿用了的规定，并注意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衔接。在

执行中，应注意与其它行业标准和规范符号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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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设计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3.1.3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应用的范围较广，涉及不同的工程类别。因此，在设计时，钢纤维混

凝土结构的设计内容、安全等级和设计使用年限以及各类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基本设计规定。本规程仅对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中不同于

普通混凝土结构设计的专门要求做出规定

3.1.4~3.1.6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 修订的国家规范《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50010 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结构可靠度设计方法。为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相协调，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方法、可靠度和极限状态表达式应分别

符合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3.1.7 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性能试验表明，钢纤维对构件性能的影响在 fλ ( ffff d/lρλ = )一定范围内

的呈线性增长关系，当钢纤维含量特征值 fλ 超过一定范围(例如 fρ ＝1.5%， ff / dl ＝80， fλ ＝1.2)，

对构件性能影响作用降低，故当 fλ >1.2 时，取 fλ ＝1.2。当有可靠试验依据时，可不受这一规定的

限制。

3.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3.2.1~3.2.4 本规程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只给出抗力即承载力设计值的计算表达式。为了便于

与相应的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配套使用，所给出的表达式尽可能依附于相应规范的表达式。各种受

力条件下构件承载力设计值的表达式大致可分两类：一类采用有关规范的相应表达式，将式中混凝

土强度设计值用钢纤维混凝土强度设计值代替；另一类是在相应的有关规范表达式中引入钢纤维影

响修正项，原表达式中的混凝土强度设计值可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按有关规范的规定确定。

修正项中钢纤维的影响系数，通过试验确定。本规程根据国内外大量试验研究，给出了常用的钢纤

维混凝土构件计算中的有关系数。重要工程尚应进行专门试验校验。

3.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

3.3.1 钢纤维的掺入可以提高的构件的抗裂度，阻滞裂缝的开展，减小正常使用状态下的裂缝宽度，

提高构件刚度。国内外研究者曾提出过不同的计算模式。为使计算与现行有关规范相协调，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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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简化的计算方法。即按现行有关规范计算时，并引入考虑钢纤维影响的修正项。按现行有关

规范计算时，公式中的轴压强度设计值、抗拉强度设计值均按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并根据现行

有关规范关于混凝土的规定确定。

3.4 耐久性设计

3.4.1 为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相协调，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设计

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3.4.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日本和美国有关研究资料，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当水灰比满足一定限值

时，其耐腐蚀性能要优于钢筋混凝土，因而采用现行有关规范的钢筋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限值时，

不会带来适用性能的不良影响。不过有的研究资料表明，无筋钢纤维混凝土带裂缝工作，当裂缝宽

度超过一定限度时，钢纤维腐蚀随时间推移而加重，构件承载力逐渐有所下降。所以，在沿用有关

规范关于构件裂缝宽度限值时，系指适用于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无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在什么

条件下可以带裂缝工作以及裂缝宽度的限制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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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钢纤维

4.1.1 在普通混凝土基体中，破坏时钢纤维是由基体中拔出而不是拉断。因此钢纤维的增强作用主要

取决于钢纤维与基体的粘结性能。根据我国现有钢纤维生产水平和现状，规定了钢纤维的种类及其

技术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对钢材可产生不利影响的恶劣环境：如含有侵蚀气体的环境、海水潮差区、浪

溅区、海洋和临海大气区以及接触含有侵蚀性介质的工业污水的区域等，会对钢纤维产生加速腐蚀，

影响结构耐久性。故不宜采用普碳钢的钢纤维制作钢纤维混凝土。

4.1.2 钢纤维的增强、增韧效果与钢纤维的长度、直径（或等效直径）、长径比、纤维形状和表面特

性等因素有关。钢纤维增强作用随长径比增大而提高。钢纤维长度太短增强作用不明显，太长则影

响拌合物质量；太细在拌和过程中易被弯折甚至结团；太粗则在等体积含量时增强效果差。大量试

验研究和工程经验表明：长度在 20～60mm，直径在 0.3~0.9mm，长径比在 30～80 范围内的钢纤维，

增强效果和拌合物性能俱佳。超出上述范围的钢纤维，如经试验验证，其增强效果和施工性能均能

满足时，也可以采用。对于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钢纤维分层铺撒，无须与混凝土拌合物

一起搅拌，同时较长的钢纤维有利于对路面的增强，因此钢纤维的长度限制可以放宽。根据国内外

工程应用经验，规定了钢纤维常用几何参数的选择范围。

4.1.3、4.1.5 钢纤维的长度过长在喷射过程中容易堵管，应根据输料软管及喷嘴内径来确定钢纤维长

度。由于钢纤维喷射混凝土施工时，在喷射压力的作用下不使钢纤维被折断，因此要求钢纤维具有

一定的强度和刚度。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由于受到喷射过程中胶凝材料的挥发以及喷射工艺对喷射混凝土质量的影

响，喷射到岩面上的混凝土强度和密实度有所损失，因此配合比设计时需考虑这一因素，本规程强

调了在与施工现场相同的条件下，试喷后的强度等级、韧性指标和耐久性达到设计要求为止。

钢纤维实际掺量主要取决于韧性要求，可参考既有经验，并通过韧性指标试验确定。对于不同

的钢纤维、不同的配合比和喷射手的施工技能，钢纤维损失率有很大差别， 大可达到 40%～50%。

适宜的配合比和喷射工艺，钢纤维损失率可控制在 10%～20%。因此，钢纤维喷射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和喷射工艺对减少钢纤维损失率有很大影响。掺加合成纤维可减少钢纤维的损失率。

根据国外的工程经验，以高强钢丝型钢纤维为例（长径比 65，长度为 35mm 和长径比 55，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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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30mm），给出相应于不同韧性指标的钢纤维喷射混凝土钢纤维实际掺量，如表 13.2.4-1 所示，

仅供参考。具体应用时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结合钢纤维品种和喷射施工的技术通过试验确定。

表 13.2.4-1 高强钢丝型钢纤维实际掺量与韧性指标间的关系

钢纤维实际掺量

（kg/m3）

长径比 65，长度 35mm 长径比 55，长度 30mm

能量吸收值 G（J） 弯曲韧性比 Re（%） 能量吸收值 G（J） 弯曲韧性比 Rr（%）

20 800 50 650 41

25 910 56 762 49

30 1015 62 880 56

35 1130 67 965 64

40 1245 72 1050 72

45 75 74

50 77 76

综上所述，以长径比 65，长度 35mm，带端钩的冷拉钢丝切断性钢纤维为例，得到用于隧道初

期支护的钢纤维混凝土掺量的经验值如表 13.4.2-2 所示，可供参考。掺量的 后确认，应通过韧性

试验或能量吸收指标满足设计要求为止。

钢纤维 小掺量同钢纤维的长径比有关，由散布在混凝土中的钢纤维“ 小重叠值”（minimum

fiber overlap）要求计算的“ 大平均间距”（maximum average spacing value） s 确定的。旨在保证

钢纤维在混凝土中分布的连续性。

欧洲标准 EN14487-1 要求 f45.0 ls < 。根据比利时环境和基础部有关文件推荐，取 f4.0 ls = 即

可保证钢纤维有足够的“重叠”。

据此可计算钢纤维的 小掺量：

fls /=α ，
f

f
f d

l
=λ

式中 wfmin——钢纤维 小掺量（kg/m3）；

s ——钢纤维平均间距（mm）。

新加坡地铁工程考虑到喷混凝土的工艺特点，参照按 f4.0 ls = 计算结果，并规定 小掺量不

应小于 20kg/m3，其值一并示于说明表 1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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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4-2 新加坡地铁钢纤维的最小实际掺量要求

长径比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小实际掺量（kg/m3） 65 50 40 35 30 25 20 20 20

小实际体积率（%） 0.83 0.64 0.51 0.45 0.38 0.32 0.25 0.25 0.25

注：该表的实际掺量以高强钢丝型钢纤维为例。

挪威喷射混凝土规范“sprayed Concrete for Rock Support-Tcchnical Specification，Cuidelineand

Test Methods.Norsk Betongforening.1999”推荐的砂石料级配如表 13.2.4-3 所示，可供参考。

表 13.2.4-3 挪威喷射混凝土规范推荐的砂石料级配

筛径（mm） 0.125 0.25 0.5 1 2 4 8 11.2

筛量（重量%）
上限 12 26 50 72 90 100 100 100

下限 4 11 22 37 55 73 90 100

纤维喷射混凝土原材料中加入硅灰、粉煤灰等掺合料，有利于提高强度、密实度和耐久性，增

加粘稠性，减少回弹，改善后期强度；同时可以改善物料可泵性，减少管道和机械磨耗，防止离析

堵管。

纤维喷射混凝土在喷射过程中会有如水泥等胶凝材料的挥发，水泥用量有所损失，在《铁路隧

道喷锚构筑法技术规范》TB 10108 中规定水泥用量不宜小于 400kg/m3。

4.1.4 钢纤维对混凝土的增强、增韧效果与钢纤维的掺量有密切关系。当钢纤维含量过少时，钢纤维

难以承担混凝土开裂后原由混凝土承受的那部分拉力，难以形成有效的限裂阻裂作用。根据国内外

关于钢纤维含量对混凝土增强增韧机理及效果的比较分析，针对不同的钢纤维类型规定了 小掺量

的建议条款。

4.2 钢纤维混凝土

4.2.1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系根据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而定。我国各专业规范对立方体抗压强度标

准值的定义不一致。为使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与建筑工业各规范相协调，本规程规定钢纤维混凝

土强度等级的定义应符合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相应规定。

4.2.2 钢纤维混凝土一般只使用在结构工程的重要部位，因此规定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F25 和不同

混凝土结构类别的结构设计对强度等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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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纤维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耐久性和抗渗性等都与水灰比密切相关，所以对钢纤维混凝土来说，

其强度等级仍是设计要求和控制混凝土质量的重要指标。钢纤维的增强效果主要在于较同条件素混

凝土的抗拉强度或弯拉强度、弯曲韧度比的提高上。在路面、桥面等工程中以弯拉强度为设计指标，

在工业建筑地面和钢纤维喷射混凝土支护、衬砌还要用到弯曲韧度比指标；在其它结构中则以抗拉

强度为设计指标。因此，钢纤维混凝土依据工程应用条件不同分为三类：一类应满足抗压强度与抗

拉强度的要求，另一类则应满足抗压强度与弯拉强度的要求，还有一类应满足抗压强度与弯拉强度

及弯曲韧度比的要求。

4.2.3~4.2.6 大量试验研究表明，钢纤维掺入的体积率 %2f <ρ 时，对混凝土抗压强度有一定影响，

一般在 20%以下，但当 %2f =ρ 时，可以达到 25%。根据试验资料分析，平均增长为 9%。经统计

分析，各种钢纤维对混凝土的抗压强度的影响系数平均为 cα =0.15。试验研究还表明：钢纤维混凝

土轴压强度和立方体抗压强度间的换算关系，与普通混凝土的相应换算关系相近。如果设计中采用

相同的强度保证率和材料分项系数，就可以按有关混凝土结构规范的相应规定，根据钢纤维混凝土

的强度等级确定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与设计值。

关于抗拉强度，根据是根据大量的试验资料统计得出：

)/1( ffftff tft
ραμμ dl+=

式中
ftfμ ——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平均值；

tfμ ——同条件素混凝土抗拉强度平均值；

fl ——钢纤维长度；

fd ——钢纤维直径或等效直径；

fρ ——钢纤维体积率；

tα ——钢纤维对抗拉强度的影响系数，其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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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纤维对抗拉强度的影响系数统计结果

钢纤维品种 纤维外形 强度等级 tα 组数 变异系数

高强钢丝切断型 端钩形

CF20~CF45

CF50~CF80

0.7934

1.1351

28

67

0.095

0.061

钢板剪切型

平直形

CF20~CF45

CF50~CF80

0.350

0.505

29

45

0.116

0.126

异形

CF20~CF45

CF50~CF80

0.5726

0.6917

96

52

0.074

0.151

钢锭铣削型 端钩形

CF20~CF45

CF50~CF80

0.7298

0.9229

12

44

0.064

0.077

低合金钢熔抽异型 大头形 CF50~CF80 0.7331 8 0.019

除了上表所列的数据外,还考虑了原规程 CECS 38:92 中的试验数据，见下表。

原规程 CECS 38:92 中的钢纤维对抗拉强度的影响系数统计值

钢纤维品种 tα 组数 变异系数

剪切型 0.738 16 0.137

熔抽型(lf<35 mm) 0.553 33 0.081

熔抽型(lf>35 mm) 0.673 28 0.105

设计中采用的影响系数 tα 应较统计平均值降低。其理由是：第一、统计的试验数据有限，在降

低时应考虑这一因素；第二、设计中一般应以轴心抗拉强度为准，但目前所获得的抗拉强度均为劈

裂法测得的抗拉强度，可近似取劈拉初裂强度进行增强效果的分析。对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初裂强度

和极限强度的差异随纤维体积率增加而增大，变化范围大约为极限强度的 0～15%，上列统计值是根

据试验测得的极限强度统计的。基于上述分析得出了规程中的的建议值。

关于弯拉强度，根据试验资料统计分析得出：

)1( ffftmff tmftm
ραμμ d/l+=

式中
ftmfμ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平均值；

ftmμ ——同强度等级素混凝土弯拉强度平均值；

tmα ——钢纤维对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其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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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纤维对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统计结果

钢纤维品种 纤维外形 强度等级 tmα 组数 变异系数

高强钢丝切断型 端钩形

C20~C45

C50~C80

1.3041

1.4964

26

59

0.153

0.066

钢板剪切型

平直形

C20~C45

C50~C80

0.7500

0.8843

27

40

0.116

0.148

异形

C20~C45

C50~C80

0.9100

1.1110

96

54

0.134

0.118

钢锭铣削型 端钩形

C20~C45

C50~C80

1.0500

1.3159

12

74

0.087

0.051

低合金钢熔抽异型 大头形 C50~C80 1.0883 8 0.016

除了表上所列的数据外,还考虑了原规程 CECS 38:92 中的试验数据：

原规程 CECS 38:92 中的钢纤维对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统计值

钢纤维品种 tmα 组数 变异系数

剪切型 0.735 26 0.105

熔抽型(lf<35 mm) 0.558 41 0.092

熔抽型(lf>35 mm) 0.884 28 0.110

由于钢纤维混凝土中的钢纤维能够阻止混凝土中裂缝的发生和发展，能够克服基体中的微观裂

缝和缺陷产生的应力集中而造成的过早开裂，这就使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的变异系数较普通混凝

土的低，试验规律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钢纤维混凝土的弯拉韧性较普通混凝土大大提高，从

而其弯拉承载力的可靠度也相应提高。但是，目前在弯拉试验时采用的试验机弯曲试验台的支座有

些不是理想辊轴，水平阻力较大，由此引起较大误差。基于上述分析，弯拉强度影响系数的统计平

均值作了适当降低后可用于设计。

由于钢纤维的特性和混凝土材料的变化，钢纤维的增强效果与公式得出的计算结果常有出入，

所以条文规定影响系数一般宜根据试验确定。此外，当采用新型钢纤维时，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应

通过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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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钢纤维增强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钢纤维与基体的粘结性能。上述统计参数所采用

的钢纤维品种具体为：低合金钢熔抽型长度为 30～35mm，两端带大头的熔抽型钢纤维；剪切平直

形长度为 32～35mm,长径比为 50~60；高强钢丝切断型，形状端钩形，长度为 30～35mm，长径比

为 50 左右；剪切异形，长度 32mm，长径比为 50 左右的钢纤维；铣削型的截面为月牙形，两端带

钩，长度为 32mm,长径比为 30 左右的高强钢锭铣削型钢纤维。在套用这些参数时应注意钢纤维品

种和有关参数的差异。

4.2.7 钢纤维混凝土受压和受拉弹性模量与抗压强度间的关系与普通混凝土的相近，可按现行《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采用。

试验表明，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弹性模量受钢纤维体积率变化的影响较小。故设计中可按现行水

泥混凝土路面或道面的有关规范，根据同强度等级素混凝土弯拉强度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同强

度等级素混凝土弯拉强度可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按公式（3.3.5-4）换算。

4.2.8~4.2.9 现行《钢纤维混凝土》JG/T 472 对钢纤维混凝土的弯拉疲劳强度设计值以及强度等级为

CF30~CF55 的喷射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做了规定。本规程为与现行《钢纤维混凝土》JG/T

472 相协调，规定按照现行《钢纤维混凝土》JG/T 472 的规定确定。

4.3 钢筋

4.3.1~4.3.2 钢纤维混凝土可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对这些结构中钢筋的使用，

与现行有关规范的要求一致。

试验研究表明，变形钢筋在钢纤维混凝土中的粘结锚固性能优于在普通混凝土中的粘结锚固性

能；光圆钢筋的粘结锚固性能则无明显变化。

日本的研究表明，钢纤维混凝土中钢筋的锈蚀较普通混凝土中钢筋的锈蚀减轻，其原因除了钢

纤维阻裂作用的影响外，还在于细小的钢纤维在混凝土中乱向均匀分布，从而改变了钢筋电化学锈

蚀的离子分布状态，减缓了钢筋的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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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5.1 一般规定

5.1.1 钢纤维对混凝土具有较好的增强增韧性能，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结

构构件的承载能力与变形性能。本章设计方法主要针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预应力钢筋钢纤维混凝

土基本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制订。

5.1.2 对于无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当设计中考虑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能力时，其设计原则和适用

范围可参照我国有关规范素混凝土的有关规定执行。无筋钢纤维混凝土受拉、受弯、大偏压构件的

受拉破坏已不是素混凝土的脆性破坏，所以采用素混凝土的设计规定是偏于安全的。

5.1.2 钢纤维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的受压承载力以素混凝土的计算公式为模式，不考虑受拉区钢

纤维混凝土参与工作时，按素混凝土构件的规定计算是偏于保守的。

不允许开裂的无筋钢纤维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的受压承载力，按素混凝土构件的规定计算，只

将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代之以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从钢纤维混凝土抗裂机理分析，钢

纤维的作用不仅能提高初裂强度，同时还能增加受拉区塑化程度和改变中和轴高度。因此，按本条

规定得到的计算结果是偏于安全的。

5.1.3 对于二维或三维非杆系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可按弹性或弹塑性分析方法计算结构构

件的主应力设计值分布。可根据主拉应力设计值的合力在配筋方向的投影确定配筋量，按照主拉应

力的分布区域确定钢筋布置，并应满足相应的构造要求。应力设计值计算和确定配筋量及钢筋布置

时，应考虑钢纤维的影响，采用钢纤维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和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5.2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5.2.1 给出了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一般规定：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小偏心受压构件，根据柱的试验结果，承载力试验值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规定的小偏心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值基本接近。两者之比平均值为 1.019，变异系数为 0.081，

所以小偏心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可以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计算。

由于钢纤维对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的提高作用较小，所以钢筋钢纤维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承

载力可以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计算。这样设计也是偏于安全的。

考虑截面受拉区对承载力作用的影响是钢筋钢纤维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大偏心受压

构件和大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主要区别。如何考虑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曾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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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计算模式。根据试验的实测数据，曾对以下四种模式进行过统计分析

yteffftuftu fdlf ρρβ= (1)

tffftuftu fdlf ρβ= (2)

tteffftuftu fdlf ρρβ= (3)

tffftuftu )( fCdlf += ρβ (4)

式中 tuβ ——钢纤维对构件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抗拉作用的影响系数；

teρ ——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C ——待定系数。

分析结果表明，以上各种计算模式精度相近，而公式(2)受力机理明确，应用方便，故选做作模

型。

正截面应力图形的简化如下图所示。钢纤维混凝土产生的拉应力可简化成等效矩形应力图形，

等效拉应力用 ftuf 表示。根据单筋矩形受弯构件试验资料的统计分析可得 ftutftu λβff = ， tuβ =1.30。

中性轴距受压边缘距离为 x/β1是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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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弯构件正截面计算简图

(a) 截面 (b) 应变 (c) 应力 (d) 简化应力图

由于钢纤维的掺入，改善了混凝土的韧性。混凝土强度等级对矩形应力图形的应力值的影响不

再明显，因而对于钢纤维混凝土，可以取《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中规定的系数受压区混

凝土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与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的比值 011 .=α 。

根据试验研究，当钢筋达到屈服强度时，轴心受拉构件和小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的钢纤维仍起

到部分承载作用。为简化计算，仍规定钢纤维混凝土受拉应力图形可简化为等效矩形应力图形，这

时，受拉区高度 xt等于截面高度。

5.2.2、5.2.5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采用现行混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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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规定的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模式，并考虑钢纤维混凝

土受拉区对承载力的有利影响。

试验研究表明，钢纤维的掺入使构件正截面受压区极限压应变有所提高，因而对受拉钢筋和受

压区混凝土同时达到其强度设计值时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ξb的值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为

了与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相协调，本规程规定ξb值仍按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计算。

5.2.3 考虑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给出了 T 形、I 字形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对于倒

T 截面，可按实际情况将公式中的有关的翼缘项去掉，进行计算。

5.2.4 根据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试验研究结果，规定了钢纤维增强部分受弯构件的

设计计算方法。

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与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主要区别在于

钢纤维混凝土层厚范围内钢纤维混凝土的承拉作用对承载力计算的影响。此时，可将钢纤维混凝土

产生的拉应力分布简化成等效矩形应力图形，等效拉应力用 ftuf 表示，根据单筋矩形受弯构件试验

资料的统计分析可得：当 hh 3.0f ≥ 时， fttuftu λβ ff = ， 701tu .=β 。试验值对公式计算值的比值

平均为 1.014，变异系数为 0.051。为了和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计算相衔接，进行钢纤维部

分增强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可取 301tu .=β 。

根据对配筋率为 1.58%且钢纤维体积率为 1.0%的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梁的试验结果，当

钢纤维混凝土层厚达到 h3.0 时，即可达到全截面加入钢纤维对正截面承载力的增强效果。且经大量

计算表明，该界限钢纤维混凝土层厚值与配筋率和钢纤维体积率有关。

为了与受弯构件斜截面受剪的界限钢纤维混凝土层厚协调，建议偏安全地取受弯构件的界限钢

纤维混凝土层厚为 0.5 h。在进行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时，当 hh 5.0f > 时，取 hh 5.0f = 。

5.2.6~5.2.7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采用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

载力的计算方法。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ξb值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计算。大偏心受

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考虑钢纤维混凝土抗拉作用对承载力的有利影响。

5.2.8~5.2.9 本条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受拉承载力的计算做了规定：

由于钢筋屈服时，破坏断面裂缝已经较宽，此时的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已经处于应力应变

曲线的下降段，因此钢纤维对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提高的幅度不大，βtu 数值较小。

根据 5.2.1 条的分析，对于钢纤维混凝土受拉构件，受拉钢筋屈服时，破坏截面的钢纤维混凝土

仍保持一定的残余应力，可简化为等效矩形应力，如下图所示。本条给出了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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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本条同样适用于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拉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根据小偏心受拉试件和大偏心受拉试件（采用剪切型钢纤维）的试验结果统计，对于小偏心受

拉构件，取βtu=0.40，对于大偏心构件取βtu=0.65，复核结果计算值与试验值比值的平均值为 1.025，

变异系数为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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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钢纤维混凝土残余应力等效矩形应力图形

（a）小偏心受拉构件； （b）大偏心受拉构件

5.3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5.3.1 钢纤维的掺入可使斜裂缝宽度减小，斜裂缝区及受压区钢纤维混凝土所承担的剪力较素混凝

土明显提高。为了充分利用斜截面上钢纤维混凝土的抗剪能力，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梁斜截面受剪限

制条件应较钢筋混凝土构件适当放宽。根据本条规定，由斜截面受剪限制条件所确定的梁面积可比

不配钢纤维时 多减少约 18%。

5.3.2 我国各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对于矩形、T 形、I 形截面构件的斜截面上的受剪承载力均

表示为二项之和，即

svccs VVV += （1）

式中第一项为主要与混凝土有关的受剪承载力；第二项为主要与箍筋有关的受剪承载力。钢筋钢纤

维混凝土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试验结果表明：钢纤维对斜裂缝水平投影长度和斜裂缝

形状影响不显著，穿越斜裂缝的箍筋应力均能够达到屈服强度，因此可以认为钢纤维对箍筋的抗剪

承载力没有影响，仍可按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规定的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

设计值 Vcs 计算公式的第二项计算。钢纤维对与混凝土有关的抗剪承载力的提高来源于对斜裂缝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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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开展的约束作用，对纵向受拉钢筋销栓作用的提高，及穿越斜裂缝的钢纤维的拉应力，作用机理

较为复杂。为与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计算方法相衔接，本条规定在公式（1）中第一项中考虑

钢纤维对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的增强作用，得到公式(5.3.2-1)。

现行有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规定的斜截面上受剪承载力计算中主要与混凝土有关的受剪承

载力设计值 Vc 采用基体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t 计算，如《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

Vc=0.7ftbh0。经过方案的比较，采用下式计算钢纤维混凝土和箍筋所承担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比较简

便：

svfvcfcs )1( VVV ++= λβ （2）

根据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梁（130 根无腹筋梁、27 根有腹筋梁，采用熔抽型、钢丝切断型、铣削

型钢纤维、普通剪切型、剪切波纹形钢纤维）、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梁（29 根无腹筋梁、38 根有腹

筋梁，采用剪切平直形钢纤维）的试验资料统计，得出了 vβ 的经验值。并且上述计算所得钢筋钢纤

维混凝土梁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梁的斜截面承载力可靠度将不低于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规定

的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斜截面承载力的可靠度。

5.3.3~5.3.5、5.3.7 为充分利用斜截面上钢纤维混凝土的抗剪能力，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的限制

条件也应相应放宽。这样，可节约箍筋，使设计经济合理。

5.3.6 本条规定了部分钢纤维增强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及有关的计算。

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试验结果表明：钢纤维混凝土层厚内的钢纤维跨越裂缝

保持一定的拉应力并限制斜裂缝的延伸和开展，都对截面抗剪有利，但作用机理较为复杂。可采用

下式计算钢纤维混凝土和剪压区混凝土承担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 )f
b

vc
b

fc 1 λβ+= VV

试验资料表明，当剪跨比 2=λ 时，可取 vf
b

v 2 βϕβ = 。当 fh 达到 h5.0 时，钢纤维部分增强钢

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可达到钢筋钢纤维受弯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试验结果还表明，在集中荷载作用下

且剪跨比 2>λ 时，随剪跨比的增大，钢纤维的增强效果逐渐降低，因此应考虑剪跨比的影响，此

时，
b

vβ 的计算公式修正为 )14(2 vf
b

v −=
λ

βϕβ 。

钢纤维的掺入可使斜裂缝宽度减小，钢纤维混凝土层厚范围内的钢纤维混凝土和剪压区混凝土

所承担的剪力均有明显提高。因此，可将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梁斜截面受剪限制条件相应放

宽。为充分利用斜截面上钢纤维混凝土的抗剪能力，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的剪力限制条件也应相应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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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

5.4.1 根据已有的试验研究资料，由于钢纤维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等同于相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因此，以抗压强度控制的扭曲截面尺寸限值，可以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

5.4.2 根据已有的试验资料统计，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在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承载力，

可采用 fftk 代替 ftk按钢筋混凝土构件计算方法计算钢纤维混凝土构件的剪扭承载力。

5.4.3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板受冲切破坏机理较为复杂，考虑到与钢筋混凝土板抗冲切计算相衔接，本

条采用了公式(5.5.1-1)。即将钢筋混凝土抗冲切公式引入增强项 )( fp1 λβ+ ，根据试验资料的统计分

析，得出对于熔抽型钢纤维， pβ =0.50；对于剪切型钢纤维 pβ =0.52。尽管钢纤维的掺入对板的冲切

脆性破坏有一定的改善，但板的冲切破坏的突发性却仍然存在，故建议对于熔抽型钢纤维和剪切型

钢纤维，统一取用 pβ =0.45。本条规定不适用于既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又配置钢纤维的板的抗冲切

计算，如有这种情形可通过专门的试验研究确定其设计方法。

根据已有的试验资料统计，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在扭矩作用下的承载力，可采用 fft 代替

ft按钢筋混凝土构件计算方法计算。

5.4.4 根据已有的试验资料统计，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在扭矩作用下的承载力，可采用 fft 代

替 ft按钢筋混凝土构件计算方法计算。

5.5 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5.5.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板受冲切破坏机理较为复杂，考虑到与钢筋混凝土板抗冲切计算相衔接，

本条采用了公式(5.5.1-1)。即将钢筋混凝土抗冲切公式引入增强项 )( fp1 λβ+ ，根据试验资料的统计

分析，得出对于熔抽型钢纤维， pβ =0.50；对于剪切型钢纤维 pβ =0.52。尽管钢纤维的掺入对板的冲

切脆性破坏有一定的改善，但板的冲切破坏的突发性却仍然存在，故建议对于熔抽型钢纤维和剪切

型钢纤维，统一取用 pβ =0.45。本条规定不适用于既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又配置钢纤维的板的抗冲

切计算，如有这种情形可通过专门的试验研究确定其设计方法。

5.5.2 当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时，箍筋或弯起钢筋对受冲切承载力的贡献仍按现行《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50010 计算。

5.5.3 在受冲切的板内，其冲切作用仅限于局部范围，对全板均采用钢纤维增强是不经济的。 好

的方法就是在保证局部增强的条件下，使钢纤维混凝土用量 少。为此，作出本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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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5.6.1 根据实验的实测数据，经数理统计并取保证率为 95%，得：

对钢丝切断-端部弯钩型钢纤维（ 65f

f

l
d

= ， 35fl mm= ） 0.65lβ =

5.6.2 分析表明，局部受压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可用钢纤维对混凝土构件的局部受压影响区

域进行局部增强，这样做比较经济合理。图 1 对钢纤维的配置范围规定为不小于局部受压计算底面

积的范围。对于三面临空和角部承受局压的情况，因为钢纤维通常在受压面下配置，并不能提供对

局部受压区的约束作用，因此对这种情况需要做专门试验来确定增强效果和配置范围。对于局部受

压区一边临空的情况，钢纤维配置区应大于计算底面积，即在临空边的对称边，钢纤维配置区应伸

入构件内部，伸入长度由受压内边算起不小于一倍局部受压区的短边边长。

本条还规定，钢纤维配置高度不应小于钢纤维配置区短边边长加 100mm。由于构件厚度限制使

配置高度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时，本条的计算公式不再适用，应通过专门的试验确定其局部受压承载

力。

5.6.3 根据试验研究，钢纤维对配筋构件中与混凝土有关的局部受压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flβ ，可取与

钢纤维混凝土构件相同的值。

为了充分利用钢纤维对局部受压构件的增强作用，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局部受压区的截面尺寸限

制条件应相应放宽。采用本条的规定设计时，可使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局部受压净面积 多比钢筋混

凝土局部受压净面积减少约 18%。

当局部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增强时，其位置和尺寸可与第 5.6.2 条的规定相同。

5.7 疲劳验算

5.7.1 为与现行的《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相协调，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疲劳验算应符合现

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5.7.2 钢纤维的掺入对混凝土轴心抗压疲劳强度设计值和轴心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均有一定的提高。

在进行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疲劳验算时，轴心抗压疲劳强度设计值和轴心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可按

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的疲劳强度修正系数确定，但应取用钢纤维混凝土的

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和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5.7.3 现有资料表明，钢纤维对混凝土疲劳变形模量的影响不大，设计时可取用同强度等级普通混凝

土的疲劳变形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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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6.1 裂缝控制验算

6.1.1 国内外的实验研究和工程实践证明，在一、二类环境中，钢纤维混凝土中钢筋的防腐能力

优于普通混凝土，因此可以采用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的裂缝控制要求。

6.1.2 根据 92 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梁试验资料统计，梁的抗裂弯矩试验值与采用钢纤维混凝土抗

拉实测值 ft,0f 计算的抗裂弯矩的比值平均值为 1.06，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梁实验值与计算值的比

值为 1.07。故在设计中，可采用 ftkf 代替 tkf 按普通混凝土验算方法验算钢纤维混凝土梁的抗裂性能。

6.1.3 通过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梁抗裂度试验统计分析，当钢纤维混凝土层厚达到梁高的

0.3 倍时，即可达到全截面加入钢纤维的抗裂效果。故采用钢纤维对受弯构件抗裂的综合影响系数

2 tfαϕ 来反映其对构件抗裂性能的提高。同时为了与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

相协调，取界限钢纤维混凝土层厚为 0.5 fh 。

6.1.4 考虑到钢纤维对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增强效应，进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斜截面

抗裂验算时，可直接采用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6.1.5 刻痕钢丝和钢绞线与钢纤维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强度将高于它们与同强度等级普通混凝土之

间的粘结强度，但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试验研究。本条比较了刻痕钢丝、钢绞线和变形钢筋与钢纤维

混凝土和普通混凝土之间粘结性能上的异同，给出了钢纤维混凝土中预应力钢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

lftr 的计算方法。

6.1.6~6.1.7 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降低了钢筋的应力，提高了混凝土受拉区的平均应变，使裂

缝宽度减小。为避免计算复杂，本条仍采用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计算模式。

钢纤维混凝土的影响采用综合影响系数修正，得到公式(6.1.6)。根据矩形截面梁的试验资料，经过

统计分析，给出了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的影响系数 cwβ 值。本条规定的 cwβ 值

为统计分析中的偏小值，以保证设计安全。

根据对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当钢纤维混凝土层厚达到梁高的 0.3 倍时，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

混凝土梁可达到全截面加入钢纤维对裂缝宽度影响的效果。因此，当 hh 3.0f ≥ 时，可取修正系数

cwβ =0.35。同时为了与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相协调，取界限钢纤维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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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为 0.5 fh 。

6.1.8 考虑正常使用阶段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裂缝宽度计算方法，与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和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计算方法相衔接，得到本条规定。

6.2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6.2.1~6.2.2 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减小了梁的裂缝宽度，增加了受拉区混凝土承担的拉力，

从而提高了梁的刚度。公式(6.2.1)是一种简化计算方法，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短期

刚度的影响系数 Bβ 是根据矩形截面梁的试验资料统计分析得到，且为统计中的偏小值，以保证设计

安全。

对于仅在受拉区采用钢纤维混凝土的钢纤维部分增强混凝土梁，钢纤维混凝土层厚内钢纤维混

凝土的抗拉作用减小了梁的裂缝宽度，增加了拉区混凝土承担的拉力，从而提高了梁的刚度，钢纤

维混凝土层厚对刚度的影响也可反映在系数 Bβ 中。根据试验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到钢纤维部分增强

混凝土梁的系数 Bβ 的计算公式。

6.2.3、 6.2.6 构件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应按现行《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采用，计算中以 fsB 代替 sB 。挠度验算中的其它规定，如各种情

况下挠度的限制值，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等，亦按该规范的规定采用。

6.2.4 正常使用阶段不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不受钢纤维掺

入的影响，应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按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采用。

6.2.5 正常使用阶段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同钢筋钢纤维混

凝土受弯构件一样，因受到钢纤维混凝土抗拉作用的影响而提高。考虑这一因素并与现行《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定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短期刚度相衔接，作出了本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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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钢纤维增强和局部增强混凝土结构构件

7.1 叠合式受弯构件

7.1.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叠合式受弯构件依钢纤维掺入部位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预制构件掺

有钢纤维，叠合层不含钢纤维；第二类为预制构件和叠合层均掺钢纤维；第三类为预制构件不含钢

纤维，仅在叠合层内掺钢纤维。本节规定适用于第一、二类叠合式受弯构件，为使钢纤维能充分发

挥作用，仅规定适用于预制构件高度大于 0.4 倍总高度的叠合构件的设计。

在与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配套使用进行设计时，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

1 由于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和抗剪强度比普通混凝土的有明显提高。钢纤维混凝土叠合构

件试验表明，在极限荷载下钢纤维混凝土叠合构件的相对滑移比对比试件（强度等级、尺寸及配筋

率相同的钢筋混凝土叠合构件）的滑移小。因此，叠合面受剪承载力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的公式计算是安全的。

2 本节规定只涉及非预应力钢筋钢纤维混凝土预制构件所构成的叠合式受弯构件，因此不涉及

抗裂验算问题。

7.1.2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中，应特别注意分清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正

弯矩区段和负弯矩区段应采用的强度指标：如钢纤维混凝土处于受拉区，应采用 ftuf ；若受压区为

混凝土时采用 cf ，为钢纤维混凝土时采用 fcf 。

7.1.3 对二阶段受力叠合式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尚未进行过系统试验研究。本节的规定是根据二

阶段受力简支叠合钢筋混凝土构件受剪承载力不低于相应整浇梁受剪承载力，以及钢筋钢纤维混凝

土整浇梁受剪承载力的试验结果确定的。但是，对于叠合层采用普通混凝土时，规定叠合构件受剪

承载力按普通混凝土计算。这可能偏于安全，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7.1.4 叠合构件的叠合面有可能先于斜截面达到其受剪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钢纤维混凝土叠合构件

叠合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参照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7.1.5 二次受力叠合构件受拉钢筋应力超前量的分析比较复杂，且与 hh /l 、 ]/[l MM 、 ff / dl 、 fρ

等因素有关。尽管掺入钢纤维后改善了构件截面的受力性能，减缓了受拉钢筋的应力超前，但仍然

存在应力超前的现象。为此，基本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相应的控制条件，提出了

一个便于设计应用的控制条件，但由于钢纤维的增强效果而放宽了控制值，得出公式(7.1.5)。

7.1.6 钢纤维混凝土叠合式受弯构件的 大裂缝宽度的计算：先按钢筋混凝土叠合构件的计算方法

计算；计算中预制构件的抗拉强度标准值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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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10 的规定采用；然后将计算值乘以修正项（ fcw1 λβ− ）。

7.1.7 钢纤维混凝土二次受力叠合构件在第二阶段荷载作用下的短期刚度，应考虑钢纤维增强的有

利影响，可用普通钢筋混凝土二次叠合构件类似的原则确定。依《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相应公式

乘上钢纤维增强影响系数，就得到公式(7.1.7-1)和(7.1.7-2)。

7.1.8 本条给出了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叠合构件的构造要求。

7.2 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深梁

7.2.1 本条给出了本节规定的适用范围。

7.2.2 钢纤维加入钢筋混凝土深梁中能够起到限制斜裂缝开展并增强桁架拱的作用；能够提高深

梁的受剪承载力，并随钢纤维混凝土层厚的加大而增大，但达不到全截面加入钢纤维的增强效果。

结合钢筋混凝土梁的计算公式，回归得到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深梁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

公式。

所依据深梁试验资料均为无腹筋深梁试验得出，钢纤维对深梁的增强效果仅适用于钢纤维部分

增强钢筋混凝土无腹筋深梁。因此，仅对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计算公式中的无腹

筋项考虑钢纤维的增强作用，而水平分布筋项的抗剪承载力仍按钢筋混凝土深梁进行计算。

7.2.3 深梁中加入钢纤维可明显提高斜截面受剪承载力，为了充分利用钢纤维的抗剪性能，与钢筋

混凝土深梁相比，受剪截面限制条件应有所放宽。此处，可采用与浅梁相同的方法。

7.2.4 钢纤维加入钢筋混凝土深梁中，具有明显的阻止斜裂缝出现的作用，显著提高了深梁的斜截

面开裂荷载。因此，对一般要求不出现斜裂缝的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土深梁的限制条件应予以

放宽。

7.2.5 在钢筋混凝土深梁的受拉区加入钢纤维，对深梁的正截面抗裂度提高比较明显。为方便计

算，结合钢筋混凝土深梁的计算公式，根据试验数据，经统计分析，得到钢纤维部分增强钢筋混凝

土深梁正截面抗裂计算公式。根据试验结果，当钢纤维混凝土层厚达到 0.6 倍梁高时，可达到全截

面加入钢纤维的抗裂效果。试验值与公式计算值之比平均为 1.032，变异系数为 0.089。

7.3 牛腿

7.3.1 试验结果表明：在钢筋混凝土牛腿中加入钢纤维可提高牛腿的斜截面开裂荷载。钢筋钢纤维

混凝土牛腿的斜截面开裂荷载随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度的增加而增大；随剪跨比的增加而减小。

经对有关资料共 23 个牛腿的试验数据的回归统计，得出满足斜截面抗裂要求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牛

腿的截面尺寸限制条件。公式计算值与试验值之比的平均值为 1.05，变异系数为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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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钢纤维加入到钢筋混凝土牛腿中，通过钢纤维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使受拉区的钢纤维混

凝土承担了一部分弯矩，从而提高了牛腿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承担的拉力可

简化为等效矩形分布，该等效矩形应力图的抗拉强度 ftuf 等于 fttu λβ f 。此时可由建立的正截面受弯

模型得到下列计算公式：

⎟
⎠
⎞

⎜
⎝
⎛ −−+⎟

⎠
⎞

⎜
⎝
⎛ −==

222
t

tftuoysvfu
xxhbxfxhfAaFM (1)

bxfbxffA ctftuys =+ (2)

1
t β

xhx −= (3)

取 011 h.h = ，式(1)右端 后一项可转化为
2

0ftubhfα 的形式。根据对本项目以及国内外共 22个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牛腿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到α =0.47。公式进一步简化为：

2
oftuoysfu 47.085.0 bhfhfAM += (4)

按简化公式对 22 个牛腿试件进行计算，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试验值与理论计算值之比的平

均值为 0.995，均方差为 0.08，变异系数为 0.084。条文中将系数 0.47 进一步折减成 0.43。

7.3.3 钢纤维混凝土的配置范围应进入上、下柱内，以防止普通混凝土侵入核心区，而且，试验

研究表明，钢纤维混凝土牛腿破坏之前，裂缝可能发展到下柱范围内，因此，钢纤维混凝土应进入

下柱内一定的长度。

7.4 桩基承台

7.4.1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属于一般浇筑成型的结构，其常用钢纤维体积率范围是 0.5%~2%,选

择时依据钢纤维的性能和承台结构对增强效果的要求而定，纤维性能好或承台结构对增强要求低时

可选低值，纤维性能差或承台结构对增强要求较高时可选高值。

随着承台厚度的增加，承台的破坏形式由弯曲型破坏向冲切型破坏过渡，承台的极限承载能力

将逐渐由它的抗冲切能力所确定。但考虑弯-剪或弯-冲过渡型破坏的存在，承台的受弯承载力仍有

必要加以考虑。

试验结果表明，当较薄承台（W/h0≥1.0）发生弯曲破坏时，现行 GB 50010 中的受弯承载力计

算公式是适用的。参照目前工程设计中对基础的计算方法，近似地取力臂系数为 0.9。承台实际的弯

曲破坏形态较复杂，为了便于设计，一般采用简化的弯曲破坏面进行计算。



112

试验结果表明，钢纤维改善了混凝土的性能，增强了混凝土是抗拉能力。而对以弯曲破坏为主

的承台，其极限荷载主要与底部配置的纵向钢筋的强度和数量有关，钢纤维的掺入则对极限荷载的

提高贡献不大。因此，可不考虑钢纤维对承台抗弯承载力的影响。

7.4.2~7.4.3 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做了规定。

1 试验结果表明，承台的冲切破坏形态很大程度上受到柱、桩尺寸和位置的影响，冲切破坏

锥体并非简单的几何形状。从实用角度出发，并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钢

筋混凝土承台设计规程》CECS88 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相衔接，仍采用四

棱截锥体计算模型，其侧面通过柱边和桩边内侧连线，且侧面坡度不小于 45
o
，这样能反映

实际冲切破坏特点，且实用性较广。

2 二桩、三桩、四桩、五桩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的试验结果表明：钢纤维的掺入有效地限

制了冲切裂缝的出现和开展，因而提高了承台的抗冲切承载力。掺入钢纤维可有效降低钢

筋混凝土承台的设计厚度。在《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给出的桩基承台受柱、角

桩及边桩冲切承载力计算公式的基础上，考虑钢纤维对混凝土承台受冲切承载力的影响系

数，本条给出了钢纤维混凝土承台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公式，该公式反映了各因素对冲切承

载力的影响。

两桩承台或条形承台的承台宽度与柱或桩的尺寸相比一般并不太大，通常为两倍桩径

左右。试验研究表明，两桩承台或条形承台不会出现冲切破坏，故此类承台设计时只需计

算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当承台相对较宽时有可能发生冲切破坏，故应视具体情况计算承台

受柱、桩冲切的承载力。

7.4.4 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做出了规定。

1 试验结果表明：承台也会发生斜截面剪切破坏。其剪切破坏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贯穿整个承

台的斜平面，而是一个空间曲面，承台厚度越大，曲面的空间性也愈加明显。《钢筋混凝土

承台设计规程》CECS 88 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中对承台受剪承载力计算

采用的是能反映承台受剪切破坏主要特征的假想破坏面。

2 剪跨比对承台的受剪承载力有明显影响，剪跨比越小，承载力越高，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

台的试验结果也证明这一点。试验结果表明，钢纤维的掺入能有效地限制剪切斜裂缝的开

展，提高承台的抗剪承载力，故在《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给出的柱下桩基承

台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8.5.18-1、8.5.18-2）的基础上，考虑钢纤维对斜截面上混凝土承台

抗剪能力的影响，给出了未配箍筋的钢纤维混凝土承台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该公式适用

于一般的未配箍筋的钢纤维混凝土承台的受剪承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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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承台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做了规定。

1 在柱下、边桩或角桩处承台的局部受压计算底面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规

定的“同心、对称”原则确定。

2 公式是在《钢筋混凝土承台设计规程》CECS88 给出的承台未配置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

力公式的基础上，并考虑钢纤维对局部受压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flβ 给出的。

7.4.6 承台纵筋的布置形式与 W/h0 的大小有关。厚承台（W/h0＜1.0）宜按空间桁架模型计算，纵

筋往往集中布置在通过桩顶的板带内；薄承台（W/h0≥1.0）宜按塑性铰线方法计算，纵筋一般采用

均匀的正交布筋。

承台底部纵筋在桩顶位置处应向上弯折，这样可以控制厚承台各角隅及承台侧面水平裂缝的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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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构造规定

8.0.1-8.0.2 根据试验研究，变形钢筋在钢纤维混凝土中的粘结锚固强度较在同强度等级普通混

凝土中有较大提高。变形钢筋在钢纤维混凝土中的粘结锚固强度，仍可采用变形钢筋在普通混凝土

中的粘结锚固强度计算公式，但须将原公式中的混凝土抗拉强度以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代替。比

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结合钢纤维混凝土与钢筋的粘接性能试验结果，根据

锚固长度与粘结强度和钢筋屈服强度的关系，并经可靠度分析，提出了变形钢筋在钢纤维混凝土中

锚固长度的计算公式。

纵向受拉钢筋和受压钢筋在跨中和支座边截断时所需的延伸长度，以及允许用绑扎搭接时的搭

接长度，可根据锚固长度规定相应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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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9.1 一般规定

9.1.1~9.1.4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钢纤维对混凝土具有较好的增强增韧性能。加入混凝土的钢纤维能

显著提高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抗裂强度、抗剪强度、抗折强度以及混凝土的抗冲击、抗疲劳、抗震、

抗爆和弯曲韧性等，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抗震性能较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显著提高。

为与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设计方法相协调，本规程规定，钢筋钢纤维混凝土

结构构件抗震设计的设计原则、抗震设防标准、荷载效应设计值计算以及抗震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

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9.1.5 研究表明，钢纤维的掺入可减小钢筋与混凝土的有效粘结长度，钢筋的抗震锚固与搭接长度可

相应减小。本条规定了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纵向受力钢筋的抗震锚固与搭接长度及其相关要求。

9.1.6 研究表明，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抗震性能与钢纤维的种类及其掺量密切相关。当钢纤维混

凝土强度较高而钢纤维强度较低时，钢纤维易被拉断，此时的结构延性提高幅度相对较小；当钢纤

维混凝土强度以及所掺入钢纤维种类一定时，过小的钢纤维掺量对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性能的提高

作用可能不足。为此，本规程根据现有研究资料给出了钢纤维混凝土抗震结构构件的 小钢纤维掺

量的规定。

9.2 框架梁柱节点

9.2.1~9.2.3 本规程关于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设计的规定，是依据现浇的、以普通混凝土

为基体的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的试验资料编制成的，故规程的适用范围暂限于此类节点。由于规

定只涉及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设计得到特殊要求。其余各项设计要求应按条文中指出的其它

两个规范的规定执行。

9.2.4-9.2.5 钢纤维的掺入可使斜裂缝宽度减小，斜裂缝区及受压区钢纤维混凝土所承担的剪力较素

混凝土明显提高。为了充分利用斜截面上钢纤维混凝土的抗剪能力，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梁斜截面受

剪限制条件可较钢筋混凝土构件适当放宽，抗剪承载能力可考虑钢纤维的影响。

9.2.6 试验表明，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剪压比的上限值高于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当钢纤维体

积率为 1.2%~1.5%时，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剪压比上限值较之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可提高

28~78%。考虑到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剪压比上限值的试验资料还不多，建议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

点的截面限制条件偏安全地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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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jjfccj
RE

j 17.0130.01 λβη
γ

+= hbfV

cβ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有关规定取用。

9.2.7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受剪承载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钢纤维对混凝土抗剪能力的改善。

通过对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中公式 (11.6.4-2)中的 jjtj11 hbf. η 项进行修正，

可得钢纤维混凝土受剪承载力公式为：

( )fffjjjtj 111 ρβη d/lhbf. +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平面节点试验数据的回归分析，得 101j .=β 。

关于中间节点四周梁对钢纤维受剪承载力的有利影响，由于缺乏试验资料，暂不计入。对 jβ 取

值作以下调整：

当 01j .=η 时，取 101j .=β

当 51j .=η 时，取 750j .=β

9.2.8 据推算，钢纤维含量特征系数 fλ 为 1.0 的钢纤维，其作用相当于体积配箍率为 1.1%的箍筋。

按照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中箍筋的体积配箍率与钢纤维的折算体积配箍率之和，不应小于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关于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 小体积配箍率的要求，可得钢

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钢纤维的 小纤维含量特征参数如表 8.4.6 所示。

9.2.9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的钢纤维配置范围应宽于节点核心区，但又要限制钢纤维进入框架

梁中的长度，以免使梁的正截面强度提高，破坏原框架设计“强柱弱梁”的条件。

9.2.10 不配箍筋的钢纤维框架节点的试验表明，钢纤维不但能代替箍筋满足抗震框架节点对强度、

延性、耗能等方面的要求，而且钢纤维还能提供类似于箍筋约束混凝土的作用。考虑到钢筋钢纤维

混凝土框架节点还缺乏实践经验，为稳妥起见，仍规定应配置体积配箍率不小于 0.25~0.45%的箍筋，

如表 8.4.8 所示。

9.2.11 在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变形钢筋与钢纤维混凝土的粘结强度退化率与普通混凝土相当，本

条给出了纵向受拉钢筋在钢纤维混凝土节点中的抗震锚固长度的要求。

9.3 剪力墙及连梁

9.3.1~9.3.2 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剪力墙及连梁受剪承载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钢纤维对混凝土抗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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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改善，钢纤维的掺入可使斜裂缝宽度减小，斜裂缝区及受压区钢纤维混凝土所承担的剪力较素

混凝土明显提高。通过对现有研究资料的分析，本规程规定了剪力墙及连梁的抗震设计仍采用现行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方法，但为了充分利用斜截面上钢纤维混凝土的抗剪能力，钢

筋钢纤维混凝土剪力墙及连梁的斜截面受剪限制条件可较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及连梁适当放宽，抗震

受剪承载能力也考虑钢纤维的有利影响。

9.4 板柱节点

9.4.2 关于柱帽可否在地震区应用，国外试验及分析研究认为，若抵抗竖向冲切荷载设计的柱帽较

小，在地震荷载作用下，较大的不平衡弯矩将在柱帽附近产生反向的冲切裂缝。因此，按竖向冲切

荷载设计的小柱帽或平托板不宜在地震区采用。按柱纵向钢筋直径 16 倍控制板厚是为了保证板柱节

点的抗弯刚度。本规范给出了平托板或柱帽按抗震设计的边长及板厚要求。

9.4.3~9.4.4 根据分析研究及工程实践经验，对一级、二级和三级抗震等级板柱节点，分别给出了

由地震作用组合所产生不平衡弯矩的增大系数，以及板柱节点配置抗冲切钢筋（如箍筋、抗剪栓钉

等）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方法。对板柱-剪力墙结构，除在板柱节点处的板中配置抗冲切钢筋外，也

可采用增加板厚、增加结构侧向刚度来减小层间位移角等措施，以避免板柱节点发生冲切破坏。

9.4.5~9.4.6 在板柱的柱上板带中宜设置暗梁。为了有效地传递不平衡弯矩，板柱节点除满足受冲

切承载力要求外，其连接构造亦十分重要，设计中应给予充分重视。

公式 9.4.6 是为了防止在极限状态下楼板塑性变形充分发育时从柱上脱落，要求两个方向贯通柱

截面的后张预应力筋及板底普通钢筋受拉承载力之和不小于该层柱承担的楼板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

下的柱轴压力设计值。对于边柱和角柱，贯通钢筋在柱截面对边弯折锚固时，在计算中只取其截面

面积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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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钢纤维混凝土工业建筑地面

10.1 一般规定

10.1.1、10.1.2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的构造与普通混凝土地面构造大致相同。结合层、隔离层等其他

构造层可根据设计和适用要求，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 的规定设置。

钢纤维混凝土垫层或垫层兼作面层适用于对抗裂、抗冲击、耐磨和防水要求较高的地面，适用

于有相似使用要求的码头、堆场等地面，适用于荷载和环境因素对地面质量要求较高的情况。

10.2 设计参数

10.2.1 、10.2.2 钢纤维混凝土是一种复合材料，它的性能主要决定于混凝土和钢纤维两种材料性能。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弯拉弹性模量的测定方法可参照《钢纤维混凝土试验方法》CECS13

的规定执行。

10.2.4 钢纤维混凝土垫层（或垫层兼面层）相对刚度半径的计算公式是依据 Losberg.A 设计理论给出

的。 对于回弹土基，土基被认为是一种柔性基床，在某一点上的压力与同一点的沉降度成正比，而

邻近非受荷面积不受影响，可采用平板加载试验测定土基的基床反力系数 K 值用于设计。对弹性土

基，土被认为是半无限延伸的各向同性均质弹性体，采用土基的变形模量 0E 设计。具体分类采用的

方法应参照相关建筑地面设计或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地基处理规范执行。

地基土的变形模量在没有试验资料时，可按照《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 的附录 C 选取。

10.2.5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的地基按《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 的规定设计，压实系数不应小于

0.94。当基床反力系数 k <0.03N/mm3或变形模量 0E <20N/mm2时应对地基分层碾压夯实或采用石灰

桩、水泥搅拌桩等措施固化土壤，在钢纤维混凝土地面垫层（或垫层兼面层）以下增设一个密实的

有足够厚度的中粗砂、道渣、碎石或素混凝土垫层，以扩散应力等方法加固钢纤维混凝土地面垫层

（或垫层兼面层）的地基。

10.3 板厚设计

10.3.1、10.3.2 钢纤维混凝土垫层（或垫层兼面层）设计时，地面的安全等级、重要性系数和地面

荷载应符合《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 的规定。有些厂房的荷载比较特殊，《建筑地面设计规

范》GB50037 不能涵盖，需要按厂房的特殊要求确定。

10.3.3、10.3.4 当地面有两种以上荷载，应分别求出垫层厚度。钢纤维混凝土仅用作面层时确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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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垫层的可靠粘结，不空鼓是保证质量的关键。

10.3.5、10.3.6 钢纤维混凝土应具备 小残余弯拉强度要求，即延性要求，才能应用于建筑地面，

而且只有采用具备足够延性的建筑材料才能采用塑性法（屈服线理论）进行构件设计。

10.3.7、10.3.8 本条规定钢纤维混凝土垫层（或垫层兼面层）厚度的设计方法，其设计计算依据

Losberg 设计理论，详见附录 A。 钢纤维混凝土的初裂弯拉强度、残余弯拉强度应通过试验取得，

在没有实验资料时，可在本条给定范围内选取弯拉强度值用于设计。

10.3.9 钢纤维混凝土建筑地坪在荷载作用下呈现弯曲破坏，不会发生冲切破坏，所以板可不做冲切

验算。

10.3.10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板的应力应按弹性地基上的屈服线理论进行分析，取 不利荷载组合的

分析结果作为设计依据。

10.4 构造规定

10.4.1 混凝土收缩摩阻应力的准确计算十分困难，通常不做此项计算，而是通过采用降低混凝土收

缩摩阻应力的工程措施解决。

10.4.2 地面接缝的种类很多，本条对用于钢纤维混凝土地面的几种接缝给予规定，《建筑地面设计

规范》GB50037 中关于变形缝的规定适用于钢纤维混凝土地面。

10.4.3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采用激光整平机具进行一仓大面积快速施工，地面主要存在纵向和横向假

缝（切缝），施工缝和隔离缝。

10.4.4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由切缝、施工缝（分仓缝）分隔的每块矩形的长宽不应大于 1.5。施工缝

处应设传力杆。

10.4.5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的柱角、墙角、设备基础角应采用局部加筋措施，目的是避免阳角出现裂

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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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钢纤维混凝土城镇道路与桥梁结构

11.1 一般规定

11.1.1~11.1.2 根据国内工程应用经验和研究资料，在拱桥、梁桥或其他桥型的上部结构使用的钢纤

维混凝土结构可分为四类：无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钢筋钢纤维混凝土结构，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

凝土结构和预应力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时，应考虑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

11.1.3 钢纤维混凝土抵抗变温反复作用的能力较强，故将普通混凝土桥梁规定的变温内力作适当降

低来考虑纤维混凝土抵抗变温反复作用的有利影响。试验研究还表明，钢纤维混凝土的收缩较普通

混凝土降低 8~10%，故可将用于普通混凝土的收缩内力降低 8%。

11.1.4~11.1.5 考虑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的特点，规定允许裂缝宽度为 0.1mm，这在耐腐蚀性设

计上是偏于安全的，并且在设计上也不难满足。由于钢筋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均属于薄壁结构，综

合其受力特性和耐腐蚀性能，规定 小保护层厚度。

11.1.6 除应满足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外，尚应满足现行的《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J023 和《公路砖石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J022

以及其他桥涵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本规程中采用了《建筑结构设计通用符号、计量单位和基本术

语》GBJ83 规定的符号，与上述两个规范的符号不同，使用时请注意对应关系。

11.2 钢纤维混凝土城镇道路路面

11.2.1 因路面的面层开裂破坏主要是由弯拉应力导致的，因此在设计钢纤维混凝土路面板厚度时，

应以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为设计标准。混凝土的弯拉强度以 28 d 龄期的强度控制。

钢纤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弯拉强度值，应为弯拉强度标准值的 1.10～1.15 倍。

11.2.2 钢纤维混凝土路面设计时，由于采用的钢纤维的品种、掺量、长径比及混凝土基体的不同，

从而使钢纤维混凝土的弯拉强度及钢纤维对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有所区别。因此，钢纤维混凝土弯

拉强度宜通过试验确定。在测定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时，将试件成型时的侧面作为承荷面，安放

在支座上。如无条件，可按公式（3.3.5-4）确定。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可按表 3.3.5 采

用。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的力学特性，在混凝土中掺入一定量的钢纤维后，其弯拉强度有较大的提高。试

验表明，在混凝土中掺入一定量的钢纤维后，其弹性模量提高不大，与普通混凝土相近。因而，在

无条件测试时，可根据同强度等级素混凝土弯拉强度设计值，按现行有关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

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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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由于钢纤维混凝土比水泥混凝土具有较高的抗裂、抗冲击及抗胀缩性能，其路面面层不易开

裂，即使有微小的裂缝，也能保持在较长的时间内裂缝不继续扩展，因而提高了路面面层的耐久性

和使用寿命。因而其接缝间距可比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的接缝间距加大。接缝间距可根据钢纤维特

性和体积率、面层的厚度、温度应力等并结合当地的工程经验确定。

11.2.4 为了减少反复计算次数，在设计路面板的厚度时，先假定路面板厚度,此叫初选厚度。考虑到

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和弯拉疲劳强度比普通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和弯拉疲劳强度有较大的提高，

因而可使路面面层的厚度减薄，根据国内外资料建议：钢纤维体积率为 1.0%～1.5%钢纤维混凝土路

面板的初选厚度，可取水泥混凝土路面板初选厚度的 60%～50%；当钢纤维体积率小于 1.0%时，可

按水泥混凝土路面板初选厚度的 70%～60%选用，减薄的程度随钢纤维体积率的降低而减少。

为了保证钢纤维混凝土路面面层的使用质量和寿命,不因面层过薄而发生翘曲变形，参考现行规

范中关于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 小厚度的规定及使用经验，钢纤维体积率为 1.0%～1.5%时，规定钢

纤维混凝土路面面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100mm。若钢纤维体积率小于 1.0%时，钢纤维混凝土路面面

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120mm。

11.2.5 为了与现行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相协调，现以普通混凝土的荷载疲劳应力系数为基

准，并根据钢纤维混凝土试验数据的分析结果，得到钢纤维混凝土路面的疲劳应力系数计算公式

（9.1.6-2）。

11.2.6 虽然钢纤维混凝土路面面层比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的厚度要薄，但其路面面层仍然受温度变

化的影响，承受着疲劳温度应力的作用，因此，钢纤维混凝土路面面层的厚度计算时，同样要考虑

疲劳温度应力的作用。

11.2.7 面层厚度的计算采用试算法进行，因一时难以得到准确的面层厚度值，通常采用一定容许范

围。只要符合在此范围内，面层厚度设计即满足要求。即荷载疲劳应力和温度疲劳应力之和与可靠

度系数的乘积小于或等于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即满足式（11.2.7）的要求时，则初选面层

厚度可作为钢纤维混凝土面层的计算厚度。否则，应改选面层厚度，重新计算，直至满足式（11.2.7）

要求为止。设计厚度按计算厚度向上取整以 10mm 为间隔取用。

11.2.8 关于在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上铺筑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的设计,国内外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设

计理论和方法。目前，钢纤维混凝土路面加铺层的设计按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规定，钢纤维混

凝土路面加铺层的厚度，是先以等刚度原理计算出水泥混凝土路面加铺层的厚度，然后按钢纤维体

积率不同,大致取水泥混凝土路面加铺层厚度的 0.55 至 0.65 倍。如果直接按等刚度原理计算钢纤维

混凝土路面加铺层的厚度，则不能反映钢纤维混凝土的增强效果,因为钢纤维混凝土和水泥混凝土的

弹性模量取值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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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是参考美国工程兵部队进行一系列试验所得的半经验性公式并经对比论证而采用的，较

符合路面的实际情况。

在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上铺筑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有隔离式和直接式两种。隔离式是在旧混凝

土路面与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之间设有隔离层，隔离层可选用沥青混凝土、沥青砂或油毡等；直接

式是先对旧混凝土路面表面清洗，清除表面油污、剥落碎块后再铺筑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

11.2.9 当沥青混凝土路面因整体强度不足而需铺筑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时，原有沥青混凝土路面面

层除回收再生利用外，一般可不铲除，但应对局部松散及坑槽进行修补。裂缝严重的路段应采取措

施，防止原有路面破损致使加铺层产生反射裂缝。

11.2.10 直接式钢纤维混凝土路面加厚层的接缝应与旧路面的接缝重合。主要考虑到直接式加厚板与

原路面板的共同作用，有可能因原路面板的接缝反射，使加厚层板产生裂缝，故要求上下层板的接

缝相重合。但若原路面板的横向缩缝间较小，这时接缝的反射作用影响不大，可间隔取消一条接缝。

11.3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

11.3.1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是采用特殊的施工方法修筑的路面，路面上、下层的钢纤维通

过撒布、振捣工艺与顶层、底层混凝土混合，形成复合路面。本节的内容，除考虑层布式钢纤维混

凝土复合路面的特点外，还应考虑现行《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的协调。因此有关层布式

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的设计，除应遵守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的有关规定。

11.3.2 根据室内试验和试点工程的经验，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上、下层层内的钢纤维体积

率为 0.9%～1.5%（相当于上、下各层撒布 1.4kg / m2～2.4kg/m2）比较合适，钢纤维既能在层内混合

均匀，又能达到一定的增强增韧效果。钢纤维的长度可比拌合浇筑的钢纤维混凝土用的纤维长些，

因为不存在结团的问题，同时纤维长有利于增强、增韧。

11.3.3 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的面层开裂破坏也是主要由弯拉应力导致的。因此，在设计层

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板厚度时，也应以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为依据。混凝土的弯拉

强度按 28d 龄期的强度为标准。如果路面开放交通承受荷载的时间大于 90d，则可采用 90d 龄期的

强度（按 28d 强度的 1.1 倍计算）。

11.3.4 由于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受素混凝土强度、钢纤维的类型、体积率、长径比等因素

影响变化较大，因此宜通过试验确定。试验表明，当钢纤维体积率为 0.9%～1.5%（相当于上、下各

层撒布 1.4kg / m2～2.4kg/m2）、长径比为 50～100 时，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比素混凝土提

高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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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试验表明，在上下层混凝土中含有一定量的钢纤维，其弹性模量提高不大，与普通混凝土相

近，因而，层布式路面面层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弹性模量可不考虑钢纤维的影响，按同强度等级素混

凝土弯拉强度设计值根据《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的规定采用。

11.3.6 由于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比水泥混凝土具有较高的抗裂、抗冲击及抗胀缩性能，路面不易开

裂，即使有微小的裂缝，也能保持在较长的时间内裂缝不继续扩展，因而提高了路面的耐久性和使

用寿命，接缝间距可比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接缝间距适当加大。接缝间距可根据钢纤维特性和掺量、

面层的厚度、温度应力等并结合当地的工程经验确定。

11.3.7 为了减少反复计算次数，在设计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面层的厚度时，其面层的初选

面层厚度，当钢纤维体积率为 0.9%～1.5%时,按现行有关规范水泥混凝土路面板初选面层厚度的

75%～65%选用。考虑到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和弯拉疲劳强度比普通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

和弯拉疲劳强度有较大的提高，因而可使路面面层的厚度减薄。试验表明，上下层钢纤维掺量为

0.9%～1.5%时,其面层厚度可比普通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厚度减薄 25%～35%。

为了保证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复合路面的使用质量和寿命,避免因路面板过薄而使板发生翘曲变

形，参考现行规范中关于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 小厚度的规定及使用经验，特重或重交通时, 层布

式钢纤维混凝复合路面板 小厚度为 160mm ,中等或轻交通时, 小厚度为 140mm。

11.3.8 为与现行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相协调，以普通混凝土的荷载疲劳应力系数为基准，

并根据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试验数据分析结果，可得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的疲劳应力系数

计算公式（9.2.8）。

11.3.9 虽然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面层比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的厚度薄，但其路面面层仍然

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承受着疲劳温度应力的作用。因此，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复合路面面层的厚度

计算时，同样要考虑疲劳温度应力的作用。

11.3.11 当沥青混凝土路面因整体强度不足而需铺筑层布式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时，原有沥青混凝土

路面面层除回收再生利用外，一般可不铲除。但应对局部松散、坑槽进行修补。裂缝严重的路段应

采取措施，防止原有路面破损致使加铺层产生反射裂缝。

11.4 钢纤维混凝土桥梁结构设计构造要求

11.4.1~11.4.3 根据我国西南地区建造的钢纤维混凝土桥梁的经验制定了相应的构造要求。为发挥钢

纤维和钢丝网的作用，使桥梁轻型化，截面高度可比普通混凝土降低，同时考虑桥梁刚度不宜太小，

提出降低幅度为 15%~20%。钢纤维混凝土和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可用于受拉、受剪较大部位。对于

大跨度桥梁推荐采用全截面掺加钢纤维或钢纤维钢丝网复合的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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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梁的承载力和钢纤维充分发挥作用，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对于中、小跨径桥不宜低

于 CF30，对于大跨径及特大跨径桥不宜低于 CF40，并且规定钢纤维的体积掺率不宜低于 1.5%。

11.4.4~11.4.5 由于薄壁箱梁布置预应力钢索的截面厚度或宽度较小，所以每束采用的钢索不宜过大，

一般不多于 3 支ф5 的高强钢绞线或钢丝束。

箱梁的顶板或底板不应太薄，否则承受预应力的能力和耐腐蚀能力不足。根据工程实践，规定

了板厚不小于 100mm。为了加强箱梁顶板的抗力和横向刚度，规定了横肋的尺寸和间距的 低要求。

11.4.6~11.4.7 钢丝网与钢纤维混凝土复合，可以有效地控制裂缝，但由于 15mm×15mm 网格给施工

带来困难，故可以用钢筋网取代。如采用粘结性能好的钢纤维，当通过试验认定其增强效果与上述

情况相当时，可采用较低的掺率。

11.5 钢纤维混凝土城镇桥梁结构设计计算

11.5.1~11.5.2 经过试验研究和工程试点，证明采用部分预应力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作为桥梁结构具

有结构自重减轻，延性提高，简化预应力施工等优点。这里提出了适合这种结构预应力计算的原则。

11.5.4 关于钢丝网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抗裂验算，采用名义应力验算方法比较简单。应注意在计算

stσ 和 pcσ 时，均以截面的混凝土毛面积计算，即计算截面积和截面抵抗矩时，不计钢筋的折算面积。

11.5.5 在《公路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J023 的附录中给出了正式设计时，根

据裂缝宽度计算部分预应力构件配筋设计的简化方法。在不同裂缝限制值时，相当于不同的名义应

力，使设计避免了根据裂缝宽度的反复试算过程。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对抗拉强度的增强机理，提出以混凝土名义应力乘以系数 ( )ft1 λα+ 后代表

钢纤维混凝土名义应力的方法。

11.5.6~11.5.7 考虑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根据国内的研究成果，给出了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梁和

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梁正截面极限承载力的计算公式。

11.5.8 根据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梁和预应力钢纤维混凝土梁斜截面抗剪试验资料（共 57 根）经统计分

析采用《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J023-2002(送审稿)的斜截面抗剪承载力

公式：

( ) yvsvkcu,0
3

321cs 60210450 ffP.bh.V ρααα +××= − (1)

考虑钢纤维影响后，改为如下计算公式

yvsvfvkcu,0
3

321cfs )1()602(10450 ffP.bh.V ρλβααα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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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321 ααα ,, — 分别为异号弯矩、预应力、受压翼缘影响系数，详见《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

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J023-2002(送审稿);

P— 纵向受拉钢筋百分率的分子，即 ρ100=P

统计时， kcu,f 、 yvf 均以试验实测值代替，统计分析表明，57 根梁斜截面承载力实测值与计算

值比值的均值μ ＝2.043，公式(C12.4.8-2)是可行的。

11.6 钢纤维混凝土城镇桥梁桥面

11.6.1 城市桥梁的混凝土桥面破损情况严重，不但影响正常交通，而且不利安全。

70 年代以来，美国，日本等国采用钢纤维混凝土铺修桥面，取得了不少经验，认为对于提高桥

面层的抗裂性、耐磨性和减少维修工作量都有很大好处。1987 年和 1988 年在维修北京南郊马草河

桥及北郊安惠桥时，采用了钢纤维混凝土桥面技术，取得了钢纤维混凝土桥面设计和施工的初步经

验。在四川省和其它省市的公路和城市道路桥面应用钢纤维混凝土的经验证明，钢纤维混凝土是一

种性能优良的桥面铺装材料。

钢纤维混凝土桥面在国内刚开始应用，国外试用时间也不长。为了稳妥，先规定在受力较明确

的简支、连续体系结构和拱形结构的公路与城市道路桥梁上应用，对于其它结构的桥梁应通过试验

后使用。

近年来，在长江上修建的一些大型桥梁的桥面也都采用钢纤维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桥面的应

用日益广泛。

11.6.2 钢纤维混凝土的配合比与普通混凝土有所不同。为了充分发挥钢纤维的增强效果，粗骨料粒

径要小，砂率和水泥用量也要适当增加。

11.6.3 由于桥面厚度较薄，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后，厚度不可能有大的减少。因此，可按普通混凝土

桥面厚度考虑，桥面防水层也按普通混凝土桥面考虑。

11.6.4 为了防裂，目前桥面钢筋网多用 100mm ×100mm 的网格。钢纤维混凝土桥面钢筋网加大了钢

筋间距，可节约钢筋。对于跨径较小或桥面变形较小的梁桥和拱桥桥面，可取消钢筋网。

11.6.5 分缝间距较大是钢纤维混凝土桥面的主要优点，它不但有利于减轻破损，而且能增加行车舒

适感。但分逢过大，仍会造成混凝土开裂。根据经验，横缝间距以 10~15m 为宜，不应大于 20m，

单向坡 3 车道宽（12m 左右）或小于 3 车道宽的桥面可以不设纵缝，4 车道或大于 4 车道宽的路面

需要设置纵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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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钢纤维混凝土防水工程

12.1 一般规定

12.1.1 防水工程主要包括混凝土开裂前的抗渗性能以及混凝土开裂后的防水性能。

1 混凝土刚性防水即混凝土开裂前的抗渗性能，混凝土开裂前的抗渗性能主要取决于混凝土基

体的密实性，大量试验研究表明，混凝土基体的密实性越高，基体孔隙率越低，内部缺陷越少，水

份传输通道越少，其强度与抗渗性能越高（见图 1）。

(a) C20 普通混凝土渗透高度曲线

(b) C40 普通混凝土渗透高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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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60 普通混凝土渗透高度曲线

图 1 不同强度等级混凝土渗透高度曲线

已有研究表明：随着钢纤维的掺入，新拌混凝土的含气量有较为显著的提高，混凝土与钢纤维

之间形成更多界面过渡区。这些因素均增加了混凝土基体的水份传输通道，削弱了混凝土基体的刚

性防水性能，不利于混凝土开裂前的抗渗性能（见图 2）。

(a) C40 普通混凝土渗透高度曲线

(b) 掺量为 20kg/m3CF40 钢纤维混凝土渗透高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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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掺量为 60kg/m3CF40 钢纤维混凝土渗透高度曲线

图 2 不同钢纤维掺量混凝土渗透高度曲线

混凝土构件在正常使用阶段是受荷载且带裂缝工作的，荷载往往会导致裂缝的产生和扩展，从

而引起屋面、地下室和水池等防水结构抗渗性的降低。钢纤维可通过限制裂缝的扩展和增大裂缝的

曲折度提高混凝土结构的抗渗性。

表 1 钢纤维对混凝土曲折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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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利用恒水压渗透试验（见图 3 和图 4）测量开裂后混凝土在不同裂缝宽度情况下渗透性的

影响。在裂缝宽度小于 50μm 时，渗透系数变化较小，处于 1×10-10m/s 左右，当裂缝宽度大于 50μm

时，试件渗透系数显著增大，表现出渗流阈值效应。因此，混凝土结构渗透性的裂缝宽度阈值为 50μm

左右。

图 3 恒水压渗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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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渗透系数与裂缝宽度的关系

3) 对压应力作用下开裂后混凝土的渗透性进行了试验研究，装置见图 5。试验结果表明，在不

同等级的压应力作用下，混凝土的渗透性随着压应力的增大而先减小，后显著增大，如图 6 所示。

转折点即引起渗透系数增大的压应力阈值，普通混凝土、质量掺量为 20kg/m3、40kg/m3和 60kg/m3

的钢纤维混凝土压应力阈值分别为 66%、65%、74%和 80%的极限荷载。压应力阈值随着钢纤维掺

量的提高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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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压应力作用下开裂后混凝土渗透试验装置

(a)普通混凝土 (b) 质量掺量为 20kg/m3的钢纤维混凝土

(c)质量掺量为 40kg/m3的钢纤维混凝土 (d)质量掺量为 60kg/m3的钢纤维混凝土

图 6 不同钢纤维掺量混凝土渗透系数与应力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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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对拉应力作用下开裂后混凝土的渗透性试验研究，装置见图 7，结果表明混凝土结构在

正常使用阶段，相比普通混凝土，体积掺量为 0.75%、1.5%和 2%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试件的 大裂

缝宽度分别减小了 2%、29%和 80%，渗透系数分别减小了 31%、92 和 99%，见图 8 和图 9。

图 7 拉应力作用下开裂后混凝土渗透试验装置

图 8 钢纤维对拉应力下混凝土 大裂缝宽度的影响

图 9 钢纤维对拉应力下混凝土渗透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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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量研究表明，钢纤维对开裂后混凝土的裂缝扩展具有限制作用，通过纤维对混凝土基体的

连结与约束，有效地限制了混凝土基体的收缩裂缝和结构裂缝扩展，减少宏观裂缝的出现，防止浅

源裂缝发展为深源裂缝，降低开裂后混凝土的渗透系数。因此钢纤维可有效提高开裂后混凝土基体

的抗渗能力，从而改善开裂后混凝土的防水性能。

本规程对钢纤维混凝土防水工程的特殊要求作了规定。其设计与施工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50108 和《给水排水工程钢筋混凝土水池结构设计规程》CECS138 的有关规定。

12.1.2 考虑到目前膨胀剂应用的普遍性和良好的防水效果，条文中规定当条件适宜时可采用钢纤维

补偿收缩混凝土。由于混凝土的干燥收缩率在 0.02%左右，故规定钢纤维补偿收缩混凝土的膨胀率

不宜小于 0.02%。考虑到长期的收缩作用，钢纤维补偿收缩混凝土才能真正起到“补偿收缩”的作用。

12.1.3 掺入聚合物和无机防水材料可有效提高钢纤维混凝土的防水效果。由于这类材料品种繁多，

性能各异，必须通过专门的试验确定其掺量，盲目使用达不到应有效果甚至造成事故。

12.2 屋面防水

12.2.1 根据工程经验，对屋面钢纤维混凝土防水层的 小厚度作了规定。

12.2.2 在屋面防水层和找平层间设置隔离层可以减小防水层的收缩摩阻应力，从而避免防水层开裂。

隔离层可采用聚乙烯薄膜、沥青油毡、聚合物玻璃纤维布或砂薄层等。对于钢纤维补偿收缩混凝土

可不设隔离层。

12.2.3 钢纤维混凝土屋面防水层因收缩率小，抗裂性好，故伸缩缝间距可增大到 10m。为保证防水

效果，油性密封膏应在混凝土干燥后嵌封在分格缝内。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屋面防水混凝土，插入式振捣器会影响钢纤维的均匀分布，因此，钢

纤维混凝土屋面防水层施工应使用表面振动器振实，并在表面泛浆后抹平，收水后随即再次压光。

在一个分缝区域内必须连续浇筑，严禁中断。同时，钢纤维混凝土屋面防水层应做好湿养护，钢纤

维补偿收缩混凝土应采用蓄水养护或用蓄水性良好的材料覆盖后淋水养护，养护时间不得少于 14d，

在条件允许时，宜采用养护剂。

12.3 地下室和水池防水

12.3.1 地下室和水池的防水层应分层压抹，总厚度应由防水要求的渗透压确定，厚度太薄不能保证

防渗效果。钢纤维在防渗层中主要起到防裂作用，指望用钢纤维减小防水层的厚度是一种误解。此

外，为防止表面钢纤维锈斑外露，必要时可在外覆盖一层无纤维的防水砂浆或掺有合成纤维的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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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防水砂浆每次抹压厚度过小会降低生产效率，过大则不利于砂浆压实，因此，对每层的抹压

厚度作了规定。

12.3.2 钢纤维混凝土和砂浆与基层的牢固粘结有利于防止防水层开裂，尤其是对抹面砂浆效果更好，

故规定了使用界面处理剂和对基层的凿毛要求。

12.3.3 在自防水结构的关键部位掺入钢纤维抵御较大的拉应力，阻止混凝土的开裂是钢纤维混凝土

的一种典型应用。可充分利用钢纤维混凝土抗拉能力的可设计性，在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的纤维含量，

将更加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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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结构

13.1 一般规定

13.1.1 纤维喷射混凝土在隧道工程中可用于下列情形：

1 用作隧道围岩的初期支护。喷射混凝土（经常同锚杆结合使用）是隧道工程中普遍采用初期

支护形式，不仅可以及时防止岩块的掉落而且可以在同围岩的共同变形过程中发挥围岩的自

承作用。可是，由于准脆性的混凝土喷层承受变形的能力很差，会因开裂，破坏而失效。掺

入纤维材料的喷混凝土特别是钢纤维喷射混凝土不仅强度有所提高而且具有较好的韧性，不

仅能可靠地防止岩块的坍落而且对围岩的变形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开裂后产生塑性变形时

可以保持承载力不明显降低。这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围岩的变形。特别是在挤压性地层

（squeezing ground）或膨胀性地层中修建隧道，支护系统的韧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高地应力的硬岩地层中作为岩爆的防护措施。在喷混凝土中掺入钢纤维可以提高其抗剪强度，

增强抗冲击性能，同时具有较好的韧性。在开挖后立即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可有效地防范岩爆

落石，有利于后续工序的施工安全。

3 用作隧道单层衬砌。对于地下水不发育地层中的硬岩隧道，将纤维喷射混凝土与锚杆等组合

而成的支护体系作为隧道的永久结构（称为“单层衬砌”），可以取代常用的由初期支护和模

筑混凝土衬砌组成的复合式衬砌，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十分合理。纤维材料掺入喷混凝土中

除了可以提高其力学性能外还具有阻裂作用，特别是合成纤维一类非金属纤维在混凝土中高

度分散，其弹性模量又相对较低，对早期潜在裂缝反应十分灵敏，能有效地阻止裂缝的扩散，

控制水泥硬化过程中产生的塑性收缩裂缝。有利于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和耐久性。

13.1.2 用于修补裂损衬砌，加固衬砌结构。纤维喷射混凝土修补和加固既有隧道的裂损衬砌时，当

衬砌裂损严重并伴有围岩坍塌、变形时，宜选用钢纤维；对围岩基本稳定，衬砌裂损不严重，无衬

砌碎块掉落可能的隧道可采用非金属纤维。亦可两种纤维兼用。应根据围岩条件和衬砌的裂损程度

确定纤维掺量。掺入非金属纤维还可以提高物料的粘稠性，降低喷射混凝土中钢纤维回弹损失，并

有利于喷层与既有混凝土的紧密结合。

13.1.3~13.1.4 用于边坡支护时，由于边坡地质情况的复杂性，可视边坡稳定情况采用钢纤维或复合

纤维混凝土并与锚杆或钢筋网结合使用。当掺入短切合成纤维时，过小的合成纤维不足以发挥应有

的作用，故此规定了 小体积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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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为满足施工要求，规定了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的 小水泥用量、骨料要求以及掺合料与外加剂

的使用要求。

13.2 隧道支护设计

13.2.2~13.2.3 按照新奥法（NATM）原理，初期支护是控制围岩变形，保证围岩稳定性的主要措施。

为了使喷射混凝土对围岩的支护作用不因喷层开裂而失效，通常要在喷层中配置钢筋网。而在喷射

作业时，由于钢筋网的阻挡，会形成“阴影区”，影响喷射混凝土的施工质量以及喷层和围岩间的密

贴性，对结构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钢纤维的掺入改变了喷混凝土材料的脆性，使其具有明

显的韧性，所谓韧性是指材料吸收变形的能力亦即保持裂后强度的特性。由于钢纤维喷射混凝土能

适应围岩的变形，因此，一般可取代设置在喷层中的钢筋网。

韧性是钢纤维喷射混凝土一个重要特性。钢纤维喷混凝土的韧性使之与围岩共同变形过程中持

续有效地提供支护抗力。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的韧性参数可以通过试验确定，所采用的试验方法及相应的韧性参数大致可

分为两类：

1 等效弯拉强度和弯曲韧性比。通过三分梁弯曲韧性试验可测定特定挠度的等效弯拉强度和弯

曲韧性比。单点加载切口梁弯曲韧性试验可测得不同规定挠度的等效弯拉强度。

2 能量吸收值 G。可通过平板弯曲韧性试验测定挠度为 25mm 时的能量 J 来度量钢纤维喷射混

凝土的韧性。对于广泛地运用于隧道初期支护的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特别是用于围岩变形控制，“能

量吸收值”更为适用。

挪 威 规 范 “ sprayed Concrete for Rock Support-Tcchnical Specification ， Cuidelineand Test

Methods.Norsk Betongforening.1999”的指南部份指出，衬砌的厚度是决定其耐久性的 主要参数之

一。其余指标为抗冻、氯化物含量、透水性和毛细管吸收性。从耐久性出发，喷层 小厚度应为 60mm。

用能量吸收值 G 和弯曲韧性比或残余抗弯拉强度，均可表征钢纤维喷混凝土的韧性。通过《纤

维混凝土试验方法标准》CECS 13 规定的试验方法可以得到的弯曲韧度比和残余抗弯拉强度，用来

表征钢纤维混凝土的韧性为工程设计中的结构计算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隧道工程中的初期支护

和单层衬砌难以像地面结构物那样通过“荷载-结构”模型计算来进行设计，因此，对于广泛地运用

于隧道初期支护的钢纤维喷射混凝土，特别是用于围岩变形控制，宏观的“能量吸收值”更为适用。

根据说明表 13.3.3 为依据围岩级别而定的能量吸收值是参照挪威基于“围岩质量指标”制定的

支护参数（Grimstad et al）说明图 13.3.3 提出的。



136

说明图 13.3.3 支护参数与围岩质量的关系

图中横坐标代表岩体质量Q ，可认为是 3 个参数的综合反映，即块体尺寸（RQD/ hJ ）、块体

间的抗剪强度（ rJ / aJ ）；岩体的作用应力（ wJ /SRF）。其变化范围从 0.001～1 000，相当于从严重

破碎的糜棱化岩体到完整坚硬的岩体。根据Q 值的变化将岩体质量划分为 9 级。其岩体质量的状态

见说明表 13.3.3。具体应用时可参考我国铁路隧道围岩分级标准及相应的经验设计参数。

表 13.3.3 岩体质量分级

岩体质量 好 极好 很好 好 较好 差 很差 极差 差

Q 值 400～1000100～40040～10010～404～101～40.1～1.00.01～0.10.001～0.01

试验表明，对于增强韧性，使用钢纤维比非金属纤维有效。聚丙烯纤维一类非金属纤维由于其

弹性模量相对较低（E=3～5GPa），难以起到增强和增韧的作用，用于降低表面裂缝效果较好。

对于变形量级较大的挤压型围岩（squeezing ground）或膨胀性围岩，往往需要多次施作喷射混

凝土才能控制围岩变形。在这种情况下，喷层总厚度可能超过 20cm。

13.2.4 我国《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 将岩体完整性和岩石坚硬程度（用岩块单轴抗压强度来

表示）作为评定围岩稳定性的两个主要因素。单层衬砌主要适用于其中的硬岩，即岩块单轴饱和抗

压强度大于 30 MPa，这主要是从围岩劣化风险以及保证喷层与岩面间的粘结强度不低于 0.5MP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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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性因素考虑的。

13.2.5 当围岩岩体较为破碎时，应采用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单层衬砌中一般要设置锚杆或采用其它

支护（如钢格栅、预加固锚杆等）措施使其基本稳定。为适应围岩的变形能力，要求能量吸收值

G=800～1050J，弯曲韧性比 Re≥55%；考虑回弹，以长径比为 65 的高强钢丝切断型钢纤维为例，

设计掺量应为 35～40kg/m3。在这种情况下，从增强衬砌耐久性出发，可再增加一层掺入非金属纤

维的喷混凝土层。

13.4 修补与加固工程设计

13.4.2 本条规定了结构加固常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13.4.3 本条从提高加固结构的耐久性考虑,对加固修复面的 小厚度作出了规定

13.4.4 本条从提高加固构件新老部分共同工作性能的角度,对新老材料结合面上应采取的措施作出了

规定。

13.4.5 本条给出了轴心受压、偏心受压、受弯构件采用喷射混凝土加固的基本设计方法，并指出了

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卸荷加固的影响。

公式中考虑了加固截面二次应变滞后和新旧混凝土协同工作时加固用喷射混凝土和纵向钢筋

的利用系数α。这一系数与加固时原构件的应力水平、受力特征(受压或受拉)等因素有关。因此, 在

结构构件加固时应尽量卸荷,以充分发挥加固材料的作用 。在本节中,针对受力特征不同分别给出了

不同的α系数值。

l 对轴心受压混凝土构件，本规程只规定利用系数α值为 0.8，但当采用卸荷加固时,可根据卸

荷后的实际应力水平和可靠的试验数据适当提高取值。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基本假定，加固构件混凝土的应力应变

关系见图 13.4.5。

0 ε0 0.002

图 13.4.5 轴心受压构件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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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βfc值为原构件混凝土的应力水平值，而α值为加固后旧混凝土达到极限应变 e=0.002 时，

新混凝土中的应力与其强度设计值 fc的比值，称为利用系数。本规程中轴心受压构件的α是以β值为

0.75(轴压比)确定的。α值的确定方法可参见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混凝土结构加固技术规

程》CECS25 : 90。

从说明图 13.5 中可以看出，利用系数α值(受力钢筋与混凝土的利用系数相同)随β值的增大而降

低,因此，对二次受力的加固构件，采用卸荷加固方法对新增混凝土(与钢筋)的有效利用有实际意义。

2 对于偏心受压构件,受压区的新增混凝土和钢筋的强度利用系数α仍取 0.8,而受拉钢筋的强

度利用系数α可取 0.9。

3 受弯构件加固时一般都卸掉了活荷载，故增大截面位于受压区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中叠合构件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当在受拉区进行加固时，考虑到

了应力应变滞后,故新增受拉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乘以折減系数 0.9。

4 本款规定了喷射钢纤维混凝土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的取值。若允许受拉区钢纤维混凝土开

裂，应符合《混凝土设计规范》GB50010 和《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定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允

许的裂缝宽度限值。

13.4.6 本条给出的用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夹板墙对砌体房屋进行抗震加固的计算方法引自《建筑抗震

加固技术规程》JGJ116。 考虑到混凝土与砌体的弹性模量相差比较大,且板墙厚度不小于 2×60mm，

因此，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强度等级选用不低于 FC30 。 试验表明, 加固后墙体的增强系数与原墙体

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有关，砂浆强度等级为 M2.5、M5.0 时，增强系数取 2.5；M7.5 时，取 2.0；

M10 时，取 1.8。

13.5 地下结构模筑衬砌设计

13.5.1 目前随着地下铁道、高速铁路隧道的大量修建，对结构的耐久性和抗空气动力学效应影响要

求越来越高。根据已有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模筑混凝土衬砌中掺入纤维（主要是非金属纤维）

材料，可以有效起到防止衬砌非结构性开裂，提高耐久性的作用。特别是高速铁路隧道对于衬砌表

面的缺陷和瑕疵有严格限制，适合采用纤维混凝土作二次衬砌。

钢纤维混凝土是一种韧性材料，具有吸收变形的能力和较好的抗冲击性能。在混凝土中掺入一

定量的钢纤维，可以显著提高混凝土的抗拉、抗剪、弯拉强度和抗裂、抗冲击、抗疲劳、抗震、抗

爆以及弯曲韧性等性能，提高构件的承载力。

研究结果表明，掺入混凝土中的聚丙烯纤维在火灾高温情况下，受热熔化，形成蒸汽通道；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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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素纤维在达到燃点温度过程中，逐步脱水焦化，此时纤维的体积变小，内部空腔也存在塌陷现象。

随着温度的进一步升高，纤维分散分解，形成蒸汽通道， 使得混凝土中因水分蒸发产生的蒸汽压力

得以释放，避免衬砌结构因混凝土爆裂而丧失承载能力。在模筑混凝土衬砌中掺入（1～2）kg/m3

左右的聚丙烯或纤维素纤维即可起到防爆裂的效果。

试验表明纤维混凝土能有效的提高混凝土的抗冻性能，减少混凝土的强度损失和冻害损伤。

13.5.2 目前铁路隧道及明洞衬砌等结构用容许应力法对构件进行承载能力验算。承载力计算方法参

照《铁路隧道设计规范》第 10.3 节相关规定，与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 在荷

载取值、安全系数等方面的规定有不同；裂缝及耐久性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与现行《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 一致。根据日本和美国的有关研究资料，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当水灰

比满足一定限值时，其耐腐蚀性能优于钢筋混凝土，因而采用现行有关规范规定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裂缝宽度限值时，不会带来对适应性的不良影响。不过有的资料表明，无筋钢纤维混凝土带裂缝工

作，当裂缝超过一定限度时，钢纤维腐蚀随时间推移而加重，构件承载能力逐渐有所下降。所以沿

用有关规范关于构件裂缝宽度限值的规定，仅适用于钢筋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无筋钢纤维混凝土结

构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带裂缝工作以及裂缝宽度的限值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掺入钢纤维可提高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抗裂性、阻滞裂缝的开展，减小正常使用状态下的裂缝宽

度，提高构件刚度。国内外学者曾提出不同的计算公式。为谨慎起见，应通过试验方法确定钢纤维

对裂缝宽度的影响。

掺入适量的非金属纤维对混凝土强度影响不大，因此，非金属纤维混凝土构件的承载力可以按

照同强度等级的普通混凝土构件计算。

钢纤维混凝土构件性能试验表明，钢纤维对构件性能的影响在 fλ （ ffff dl /ρλ = ）的一定范

围内呈线性关系增长；当钢纤维含量特征值 fλ 超过一定范围（例如， fρ =1.5%， ff dl / =80， fλ =1.2）

时，对构件性能的影响降低，故当 2.1>fλ 时，宜取 2.1=fλ 。当有可靠试验依据时，可不受这一

条规定限制。

试验资料表明，非金属纤维掺量在 0.9kg/m3～1.2 kg/m3之间可以确保纤维分散充分，能有效的

起到对二次模筑衬砌限裂作用。对混凝土强度影响不大。因此，非金属纤维混凝土构件的承载力可

以按照同强度等级的普通混凝土构件计算。

根据抗拉强度确定钢纤维体积率：

ftkt

ftkfftk
f lf

dfdf
..α

ρ
⋅−⋅

=
（1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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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ftk——钢纤维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极限值（MPa）；

ftk——基体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极限值，可根据钢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按现行《铁路隧

道设计规范》TB 10003 的规定取值（MPa）；

tα ——钢纤维对抗拉强度的影响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在无试验资料时可参照本规程第 4.2

条选用；

fρ ——钢纤维体积率（%）；

fl ——钢纤维长度（mm）；

fd ——钢纤维直径或等效直径（mm）。

根据弯拉强度确定钢纤维体积率

ftmtm

ftmfftm
f lf

dfdf
α

ρ
.. −

= （13.5.2-2）

式中 fftm——钢纤维混凝土弯拉强度设计值（MPa）；

ftm——同标号基体混凝土弯拉强度设计值，按《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 取值（MPa）；

tmα ——钢纤维对弯拉强度的影响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在无试验资料时可参照本规程第 4.2

条选用。

钢纤维的掺量常以体积率表示。钢纤维的掺量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将起不到增韧的作用。对于不

同品种、不同长径比的钢纤维， 小体积率略有不同。钢纤维体积率超过 2%时，拌合物和易性差，

施工困难，质量难以保证。但有特殊需要时，通过试验和采取必要的施工措施，在保证质量和增强、

增韧效果的同时，钢纤维体积率可以提高。

本条第 4～5 款源于《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 只是将混凝土相关的抗拉强度换为钢纤维

混凝土相关的抗拉强度。

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作用减小了梁的裂缝宽度，增加了受拉区混凝土承担的拉力，从而提高了

梁的刚度。公式 13.5.2-4 是一种简化计算方法，钢纤维对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受弯构件短期刚度的影

响系数 Bβ 是根据矩形截面梁的试验资料统计分析得到。各有关领域混凝土构件设计规范的钢筋混凝

土受弯构件短期刚度计算公式之间存在差异，统计分析得到的 Bβ 值也不尽相同，本条规定的 Bβ 值

为其中的偏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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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钢纤维混凝土工业建筑地面设计计算

A.1.1~A.1.2 地面接缝处受弯承载力计算需按照不同类型接缝考虑折减系数。

A.2.1~A.2.3 钢纤维混凝土地坪内力计算方法依据 Losberg.A 屈服线理论，由于 Losberg.A 的计算

公式复杂不易于人工计算，本节选用经 Meyerhoff 简化后的屈服线理论计算公式。

地面板在一条直线上的 n 个点荷载作用下 S0i 的取值方法参照《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

的规定。

当荷载作用于板边时，情况较复杂。当荷载数不小于 3 个并作用于同一直线上时，可以分为几

种组合相位来计算。现以 3 个荷载作用为例说明，如图 A.2.1 所示。

图 A.2.1 3 个荷载作用组合相位

A.3.1~A.3.2 地面板相对刚度半径的计算依据 Losberg.A 地面设计屈服现理论。泊松比对弹性模量

得影响非常小，为简化计算省略了泊松比的影响。

A.4.1~A.4.2 本规程采用的钢纤维混凝土设计方法系依据 Losberg.A 地面设计屈服线理论。在荷载

不大的情况下，板底部就发生辐射形径向裂缝，随着荷载的增大，这些辐射形裂缝不断向外发展，

板中央底部同样会发生环向开裂，此处混凝土双向开裂；在进一步加载过程中，半径为某一定值处

板面初次发生环形裂缝（注意，此处板面存在着即将出现环形裂缝时的状态），进而板底辐射形径向

裂缝继续向外发展、板面环形裂缝向下发展，直至板底径向裂缝发展到板面环形裂缝处，此时，板

中央产生较大沉降，以致环形裂缝已近裂通，板中沉降大幅度增加，板已不能继续承载。地面垫层

的极限状态是指地面板顶出现环向塑性铰。地坪中心受点荷载作用时的弯矩如图A.4所示。图中，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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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径向弯矩， tM 为切向弯矩， fuM 为塑性阶段钢纤维混凝土板所承受的弯矩。当荷载 F 小于 RF 时，

地面板处于开裂前的弹性阶段，当荷载 F 大于 RF 而小于
'

RF 时，地面板处于开裂阶段，此时钢纤维

的作用突显，钢纤维增强的地坪在荷载作用形成塑性铰，其剩余强度与韧性相关，当 F 从
'

RF 达到

极限强度 uF 时，地面板处于屈服阶段。

国内外钢纤维混凝土地面垫层板的试验研究表明：钢纤维混凝土地面比普通混凝土地面的承载

力提高 40%~80%。

图 A.4 钢纤维混凝土地面中心受点荷载作用时弯矩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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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钢纤维混凝土残余弯拉强度测试方法

本附录所述钢纤维混凝土残余弯拉强度测试方法主要基于欧洲相关规范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