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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tochastic distribution of steel fiber in concrete beam is realized by using MATLAB modeling
software. Firstly, MATLAB software is used to establish random distribution of steel fibers of different number, length and
position, and the steel fiber model is assembled in an embedded way with the concrete model. Then the ABAQUS software is
used to carry out the three point bending monotonic loading test on the model, and the stress curves and deflection curves of
different steel fiber concrete are obtained. The effect of steel fiber on tensile and crack resistance in concrete is analyzed. The
effect of volume, length and location of steel fiber on stress, strain and deflection of concrete beam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volume fraction can decrease the deflection and increase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material, while the
length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The distribution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ber.
Keywords: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Abaqus, Random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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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matlab建模软件实现了钢纤维在混凝土梁中的随机分布。首先通过matlab建立随机分布的不同数量、不
同长度、不同位置的钢纤维，将得到的钢纤维模型以嵌入的方式与混凝土模型组装成整体。然后使用abaqus软件对模
型进行三点弯单调加载试验，采集到不同钢纤维混凝土的应力曲线、挠度曲线。分析了钢纤维在混凝土中起到抗拉阻
裂作用,钢纤维体积率、长度、分布位置对混凝土梁的应力应变、挠度的影响。结论表明：体积率增大可降低挠度，提
高材料抗拉强度；长度的影响不显著；分布位置可以显著影响纤维的作用效率。
关键词：钢纤维混凝土，ABAQUS，随机分布

1．引言
水泥自问世以来，各种改性混凝土的发明应用层出不
穷，高强度混凝土是混凝土材料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钢

纤维混凝土(Steel Fiber Reinforeed Conerete)是指在普通混
凝土中掺入纵向随机分布的钢纤维而形成的一种具有优
良力学性能的复合材料。随机分布的短钢纤维能对混凝土
性能起到很大改善作用，它能阻碍混凝土内部微裂缝的发
展及宏观裂缝的发生和发展；不仅能够提升混凝土的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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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抗弯强度、抗剪强度，还提升了混凝土的延性、耐
久性能等。在有抗爆、抗冲击、抗裂等实际工程中有着良
好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钢纤维混凝土进行各种静力和动
力试验[2]-[3]，如钢纤维的静力损伤及疲劳试验、抗拉试
验[1] [4]，以及大量的有限元数值仿真[5] [6]。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邱继生[7]在钢纤维混凝土的仿真试验中，采用三种
方法考虑钢纤维的仿真模型。分别为修正混凝土本构关系
法、单元等效力筋法、整体等效力筋法，仿真结果与实验
结果比较接近而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法。然而上述三种方法
中，前者改变本构关系简单实用却不能体现钢纤维的阻裂
效果，后者得到的是近似的结果，均不能准确反映随机钢
纤维散布在混凝土的增强效果。孙玉军[8]采用先建立正六
面体单元，然后随机抽出一部分作为钢纤维单元，其他部
分作为混凝土单元。实现了随机性，但并没有分离建模。
本文使用matlab建立随机分布钢纤维实体，以嵌入方式与
混凝土共同工作，弥补了上述采取等效方法带来的问题，
研究钢纤维体积率、长度、分布位置三个因素对混凝土梁
抗拉性能、变形性能的影响。对钢纤维的改性性能研究有
着重要意义。

2．随机分布钢纤维混凝土梁有限元模型建立
2.1．随机分布钢纤维模型建立
钢纤维由于数量多、体积小，在abaqus中直接建立实
体圆筒模型较为困难、不切实际。因此本文借助matlab批
量产生一定数量的细小长方形实体，导入ansys软件中，生
成三维模型，最后转入abaqus中扫描成型。
（1）钢纤维随机生成
本文利用matlab强大的数学建模功能，实现钢纤维分
布的随机性和不重叠型，过程如图1所示。首先利用Rand

（x i , yi , zi），将后生成
函数随机生成随机数组（初始点）
的数组（x j , y j , z j）与前者相减，如果得到的 dx 、 dy 大
于宽和高或者 dz 大于长，则后生成数组无效，否则有效。
有效数组（初始点数）达到钢纤维数量时候终止，将所有
的有效数组加上相应的长、宽、高得到长方体的另外7n
个点坐标。至此，所有钢纤维三维坐标点建立完毕。

图1 Matlab建模流程图。

（2）钢纤维实体成型
将matlab生成的三维坐标点放入文本文件中，加入循
环语句，ansys软件读取后即进入循环，实现由点连线、由
线构面、由面构体，生成如图2所示的钢纤维的三维实体，
将生成文件以part实体的模式再扫描入abaqus中，生成最
终模型。

2.2．有限元模型概况
2.2.1．几何模型
ABAQUS有限元模型分为混凝土和钢纤维两个部分。
在abaqus中直接建立混凝土模型如图所示，混凝土梁尺寸
为40mmx40mmx300mm。梁两端简支梁支承，跨中位置作
用集中力。钢纤维模型为了使其做到随机分布在混凝土试
件中，使用Matlab软件进行编程（循环随机程序），采用
等效面积法把圆截面钢纤维换算成边长为0.6mm正方形
截面的钢纤维，垫块采用20mmx20mmx40mm长方体钢材。
模型建立如图3所示。采用控制变量法控制钢纤维数量、
长度、位置的变化，共建立11个钢纤维混凝土梁的模型，
结果如表1所示。

图3 ABAQUS模型。

图2 ANSYS钢纤维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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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钢纤维参数。
长度
体积率
位置

A800
30
1.8%
随机

A1000
30
2.25%
随机

A1500
30
3.38%
随机

A2000
30
4.5%
随机

B800
45
2.7%
随机

C800
55
3.3%
随机

2.2.2．材料模型
（1）混凝土模型
混凝土的密度为2400，杨氏弹性模量为2.95e10，泊松比
为0.2。ABAQUS软件有三种混凝土本构模型[9]，包括混凝
土损伤塑性模型、混凝土弥散裂缝模型和和混凝土开裂模型。
本文使用的是混凝土损伤塑性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混凝土在
拉压状态下的内部损伤，既适用于静力分析也适用于动力分
析，可以较好的描述混凝土的非弹性行为。混凝土损伤塑性
模型的塑性属性为剪切角取30°，流动势偏移值取0.1，双轴
极限抗压强度与单轴极限抗压强度的比值取1.16，拉伸子午
面上和压缩子午面上的第二应力不变量比值取0.6667。为了
使损伤结合各向同性拉伸和压缩塑性，在压缩行为
（Compressive Behavior）和拉伸行为（Tensile Behavior）输
入如图4数据。完成了混凝土本构模型的建立。

（a）压缩行为

D800
65
3.9%
随机

0
0
0%
随机

A50-1
30
1.8%
受拉区

A50-2
30
1.8%
受压区

A50-3
30
1.8%
随机

（2）钢纤维模型
钢纤维质量密度为7800，弹性模量为1.9e11，泊松比
为0.3。钢纤维的本构模型与普通钢筋相似，采用经典双
线性随动强化模型，即使用双线性关系的应力应变曲线，
考虑了包辛格效应，适用于本文的钢纤维模型。
2.2.3．模型的组装、参数设定、加载制度、网格划分
（1）模型的组装
钢纤维和混凝土的组装有三种形式，分别为钢纤维随
机分布、随机受拉区分布、随机受压区分布三种。在两种
材料的结合面采用ABAQUS提供的Embeded模式进行自
由度耦合，将钢纤维设置为嵌入部分，其余整体作为主区
域。垫块与混凝土间设置为绑定模式。两端垫块下设置为
铰接约束。
（2）加载制度
本次仿真试验为钢筋混凝土梁的三点弯试验，在梁的
跨中施加集中荷载。采用控制力加载法，加载速度为
0.05KN/s，荷载最大值为14KN。
（3）网格划分
常见的有限元模型处理方式包括分离式、整体式和组
合式。本文混凝土和钢纤维采取分离式建模。混凝土采用
C3D8R八结点线性六面体缩减积分单元，网络划分技术采
用结构化划分技术，将混凝土梁划分为完全由六面体组成
的网格。
钢纤维由于结构复杂、数量众多、模型分割过程过于
复杂，采用C3D10十结点二次四面体单元，划分技术使用
自由网格划分技术，算法为Use mapped tri meshing on
bounding faces where appropriate，如果映射网格划分能够
提升边界面网格质量，则在边界面使用映射网格划分代替
自由网格划分。钢纤维网格划分如图5所示。

图5 钢纤维网格划分。

3．ABAQUS数据结果分析
3.1．钢纤维体积率的影响
本文设计了编号为0、A800、A1000、A1500、A2000
的五个不同钢纤维率的混凝土梁模型（编号中的数字代表
钢纤维数量）。控制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采集了跨中
底部混凝土拉应力和挠度，示意图如图6所示。取A单元混
凝土拉应力及挠度，分析如下：
（b）拉伸行为
图4 混凝土压缩属性和压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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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钢纤维分布位置的影响
本文设计了编号为A50-1、A50-2、A50-3三个钢纤维
布置方式分别为受拉区、受压区、随机的混凝土梁模型，
如图8、9所示，钢纤维数量均为800根。
图6 A800模型示意图、

（1）从图7（a）、（b）可以明显看出，混凝土拉
应力达到2.4MP后进入塑性损伤状态，与混凝土塑性损伤
模型相符合，钢纤维的有无能够显著影响混凝土的力学
特性：在有无对比试验中，拉区钢纤维的最大拉应力能
达到300MP [10]，能够有效减少混凝土的拉应力，阻止
或者延缓裂缝的发生，对比模型0和A800，可以发现混凝
土的最大拉应力降低约0.4MP，降低幅度为12.6%；跨中
最大挠度降低0.5mm，降低幅度为11%。
（2）综合两图不难看出，随着钢纤维体积率的增加，
混凝土受到的拉应力逐渐变小，跨中最大挠度逐渐下降。
这表明，钢纤维数量增多能够增强混凝土梁的抗拉强度、
提升延性、阻碍裂缝的发生，有效地改善混凝土的力学性
能。

图8 受拉区布置示意图。

图9 受压区布置示意图。

取B、C单元混凝土拉应力及挠度，结合混凝土梁及
钢纤维模型的应力云图11、12。分析如下：
（1）三种模型钢纤维均能降低混凝土单元拉应力，
不同的是布置在受拉区的钢纤维作用效果最好，受拉区钢
纤维的应力也最大，拉应力在300MP以上；而在受压区布
置及随机布置的模型，混凝土拉应力基本相同，受压区稍
差，且钢纤维拉应力较低、压应力很大。三者均能有效降
低挠度，但作用效果三者基本相同。
（2）从应力云图中可以看出：钢纤维在跨中受拉受
压区域相比其他区域较大，与钢筋混凝土梁有类似的内力
性质，而其他区域及跨中中和轴处钢纤维作用效果很低，
因此在应用钢纤维改善混凝土性质时候，可以控制在跨中
拉压区布置、减少在其他位置的数量，可以大大提升钢纤
维的利用效率。

（a）混凝土拉应力-加载力曲线

（a）混凝土拉应力-加载力曲线
（b）挠度-加载力曲线
图7 体积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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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钢纤维长度的影响
本文设计了编号为0、A800、B800、C800、D800五
个钢纤维长度分别为30mm、45mm、
55mm、
65mm的模型，
对比分析了不同长度（长径比）对作用效果的影响，如图
13，分析如下：
（1）四种不同长度的钢纤维均能有效降低混凝土拉
应力及跨中挠度，效果明显。其中长度的变化对跨中挠度
的影响很小，影响效果基本相同。但是对混凝土的拉应力
影响并不相同，随着钢纤维数量的增加，其对混凝土拉应
力的作用效果却降低，降低幅度比较明显，因此，在选用
钢纤维长度，应当考虑钢纤维最优长径比，以免造成浪费、
降低效率。

（b）挠度-加载力曲线

（a）混凝土拉应力-加载力曲线

（c）钢纤维拉应力-加载力曲线
图10 布置位置的影响。

图11 钢纤维应力云图。

（b）挠度-加载力曲线
图13 纤维长度的影响。

4．结论
图12 混凝土应力云图。

本文使用仿真软件能够有效模拟钢纤维随机分布及
钢纤维与混凝土在受力时候共同作用，体现了钢纤维对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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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的改性作用。钢纤维的体积率增加能有效提升混凝土
的抗拉强度，阻碍裂缝的发生；纤维长度对变形没有影响，
且大于30mm之后不利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分布位置是
一个重要因素，能够大大提升钢纤维的使用效率。
后续研究中，应当进一步改进钢纤维与混凝土的粘结
模型为粘结—滑移模型，使仿真模型更接近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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