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卷 第 5 期
2022 年 10 月

Vo1.31 No . 5
Oct. 2022

自 然 灾 害 学 报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

文章编号：1004－4574（2022）05－0065－08

DOI：10.13577 / j.jnd.2022.0508

钢管混凝土四肢格构柱抗震性能
试验研究及有限元分析
黄

志 1，2，郭汉文 1，张柏丑 1，李

军 1，廖继胜 1，彭

龙1

（1. 湖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2. 湖南省智慧建造装配式被动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为了解四肢钢管混凝土格构柱的破坏特征和塑性耗能性能，进行了 4 根四肢钢管混凝土格构

式柱低周往复荷载试验。分析了其荷载－位移滞回曲线和骨架曲线。利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建立
了钢管混凝土格构柱模型并进行了计算分析，计算结果与拟静力试验结果吻合良好。分别对 6 种不
同缀管形式的四肢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进行了有限元分析，讨论了缀管排列方式、缀管数量等对其耗

能能力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缀管数量适当增多可提高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塑性耗能能力；缀管形
式为闪电形平行排列的格构式柱塑性耗能能力最佳；结构受力对称可提高耗能能力；斜缀管耗能能力
更强，横缀管对柱的耗能能力影响较小。文中研究成果是对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抗震性能分析的补
充，给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的工程应用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钢管混凝土；试验研究；格构式柱；塑性耗能；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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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ismic performance test and FEM analysis of
concretefilled steel tube lattice 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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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nabl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ilure characteristic and plastic energy dissip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oncrete filled steel tubular（CFST）laced columns，four CFST laced columns consisting of 4 main steelconcrete

tubes were tested under cyclic loading. Meanwhile，hysteresis and failure mechanisms w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test results. Moreover，a CFST laced column model was established using ABAQU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pseudostatic test. And the plastic energy dissip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four CFST laced columns is analyzed by using six tube parameters including tube arrangement，
number of tubes and so 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ubes arranged in parallel in the form of a lightning behaves best

on the plastic energy dissipation performance of CFST laced columns.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the more the number of piping tubes，the more symmetrical the structural force and the stronger the energy dissipation
performance. The slanted tube has a stronger energy consumption performance. However，the horizontal tub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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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maller impact on the energy dissipation of the laced column. It w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the CFST laced column and it can be used for seismic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the CFST fourlimbed
laced columns in the mega composite structure system.

Key words：concrete filled steel tube；experimental study；laced columns；plastic energy dissipation；aseismic

performance

引言
近年来，钢管混凝土结构因其优越的抗震性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中，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因
其施工方便、承载能力强、延性好、抗冲击性能好和安全可靠等特点在建筑抗震和抗风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1－5］。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静力性能方面，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陈伯望等［6］通过 2 根四肢圆

钢管混凝土格构柱的低周反复荷载试验，提出了钢管混凝土格构柱退化三折线恢复力模型，确定了构件轴
压比、长细比和材料比例系数等参数与模型间的关系；袁辉辉等［7］对 2 组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 1：8 缩尺模型

进行了拟动力试验，结果表明平缀管钢管混凝土格构柱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且在多次强震后仍能保持一
定承载能力；欧智菁等［8］利用 OpenSees 建立变截面平缀管式钢管混凝土格构柱有限元模型，发现随试件高

度增大和柱肢坡度减小，混凝土柱极限荷载逐渐降低；龚万莉［9］对钢管混凝土格构柱－钢梁平面框架反复荷
载作用下的滞回性能分析，表明随着轴压比的增大，结构的极限承载力降低，延性变差，耗能能力下降，而含
钢率和梁柱线刚度比的影响规律则与之相反；秦明光［10］通过对钢管混凝土格构柱换算长细比和低周反复水
平荷载下的力学性能进行分析，得到反向斜缀条布置形式的钢管混凝土格构柱承载力较高，施工方便，在工

程实践中可优先采用；曹艳等［11］通过对 2 个自密实方钢管和 1 个自密实圆钢管混凝土格构柱模型在恒定竖
向荷载作用下的水平低周反复试验，得出缀管与肢柱的焊接连接处是构件的薄弱位置、圆钢管混凝土格构
柱具有更高的抗震能力的结论。而在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抗震性能方面，袁辉辉等［12］通过 7 个试件的拟静

力试验，验证了钢管混凝土格构柱试件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破坏形态以整体压弯破坏为主；蒋丽忠等［13］通
过单肢斜撑、交叉斜撑和横隔板 3 种连接形式节点的低周反复循环加载试验发现格构柱－组合梁破坏类型

表现为“强柱弱梁”，节点滞回曲线比较饱满，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欧智菁等［14］利用 OpenSees 程序，进行了

四肢变截面平缀管式钢管混凝土格构柱抗震性能的参数分析，得到了四肢变截面平缀管式的骨架曲线与恢

复力模型的计算公式，为变截面平缀管式钢管混凝土格构柱弹塑性动力响应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邹艳
花等［15］通过 2 根格构式钢管混凝土柱的低周反复荷载试验与 ANSYS 有限元软件，发现材料的比例系数 ζ 越

大，延性越好，一般轴压比 n 越大，水平承载力越大。邓萱奕［16］对偏心率、长细比等因素对破坏形式的影响做

了对比试验，得出随长细比增加，破坏形式由局部鼓曲转为明显的整体压弯破坏，且破坏多发生在焊接处，
并提出提高焊缝质量的解决方案。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钢管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已经有所开展［17－19］，但远没有跟上工程应
用的步伐。国内外学者对钢管混凝土格构柱的试验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缀条/缀管形式试验研究与分析。
但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在低周反复水平作用下的破坏形式和影响因素较复杂，特别是不同缀管形式和数量
对柱肢的约束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而当前国内外研究成果对钢管混凝土四肢格构式柱不同缀管排列和缀管
数量在往复荷载作用下的塑性耗能研究很少，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1

试验概况
该格构柱柱肢选用 Q235 焊接钢管，缀管选用 Q235 无缝空钢管。试件主要构造参数见表 1 和表 2，底座

和柱帽均采用 C40 混凝土浇筑，配置足够的钢筋。纵向受力钢筋采用直径为 16 mm 的 HRB335 级钢筋，箍筋

采用直径 8 mm 的 HPB300 级钢筋。该试验采用正交化设计方法，
设试件 4 个，
截面尺寸均为 386 mm×386 mm，
各柱构件柱肢截面尺寸、节间距和柱肢间距均相同，内部填充混凝土。格构柱固定在混凝土底座上，尺寸为

600 mm×1 000 mm×250 mm，配置足够钢筋，保证其约束作用。顶端为钢筋混凝土柱帽，尺寸为 500 mm×
500 mm×500 mm。格构柱底部伸入底座 180 mm，顶部伸入柱帽 100 mm，则柱实际长度应增加 28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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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试件实测参数列表

Details of specimen parameters

柱肢外径/mm

柱肢壁厚/mm

柱肢轴线间距离/mm

节间距/mm

缀管外径/mm

套箍指标

86

1.5

300

300

48

0.82

表2

Table 2

试件参数列表

Parameters of specimens

试件编号

试件长度/mm

缀管壁厚/mm

轴压比

等效长细比

轴压承载力/kN

轴向荷载/kN

S1

1 200

2.5

0.2

10.8

1 184

236.8

S3

2 100

2.5

0.2

18.4

1 160

232

S2
S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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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
3 000

2.5
2.5

0.3
0.2

10.8

1 184

27.9

1 043

355.2
208.6

试验装置及加载制度
格构柱下端固定，上端自由，柱脚与钢筋

混凝土底板浇筑成整体，底板通过高强度螺

栓固定在地槽，柱顶放置吨位 100 t 的千斤顶，
千斤顶下部设置加载板，竖向钢拉杆铰接并

固定于地槽。水平拉力由 1 000 kN 水平作动

器提供，作动器与柱通过螺栓连接，加载装置
如图 1 所示。

本试验采用拟静力加载方式，对钢管混

凝土格构式柱试件的柱顶施加恒定的轴力，
同时在柱顶端侧面施加水平荷载或位移。分
3 个步骤进行加载：

Fig. 1

图1

试验加载图

Test loading and structure diagram

（1）施加柱顶轴向压力。试验采用 100 t 液压千斤顶施加轴力。首先取 0.4 N～0.6 N（N 为试验时加载在

格构柱上的轴力值）进行预加载，使构件各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并检验装置和仪表是否工作可靠。校准完
毕后，加载至钢管混凝土格构柱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并保持轴力恒定，持荷 2～3 min。

（2）施加柱顶水平往复位移。首先预加反复荷载 1 次，保证设备工作正常。然后运用变幅等幅加载制度

进行水平位移加载，采用位移控制加载。试件屈服前，按计算屈服位移的 50% 为其初始位移分两次加载至

屈服，即 0.5Δy、1.0Δy。每级荷载均循环 3 次。屈服后每级增量为计算的屈服位移值的倍数施加，即 1Δy、2Δy、
3Δy、4Δy、…。

（3）停止加载。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可以认为试件破坏，停止加载。
1）某级加载的第 1 循环位移对应的荷载低于最大荷载值的 85%；
2）加载位超过试件高度的 1/200；

1.2

3）钢管混凝土格构柱柱脚出现明显的鼓曲变形，并且伴有撕裂，具有明显的破坏特征。
数据采集与测点布置

柱顶安装 1 000 kN 测力传感器拟施加水平往复荷载，并布置千斤顶提供竖向荷载，并通过作动器获取

荷载值。各试件柱顶、柱肢中截面、柱脚及与水平力一致的方向及对称位置布置位移计，拟获取各试件不同

位置的水平挠度。同时，在各试件柱肢部分在柱脚、1/4 截面和中截面处点 A、B、C、D 处布置双向应变片，缀

管柱中截面上布置纵向应变片，如图 2 所示。每次循环中，每级荷载加载后持续 2～3 min，仪表稳定后记录

各测点读数，观察试件外观变化，并记录试验现象。
1.3

试验现象
试件破坏形态主要呈现为压剪破坏和压弯破坏 2 种。剪跨比较小的试件 S1 和 S2，表现为压弯剪破坏，

压剪共同作用的破坏。剪跨比较大的试件 S3，因受到较大的剪切作用，破坏后柱脚截面出现水平裂缝。长
柱试件 S4，表现为压弯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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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布置图

图3

Layout of observation point

试件破坏过程和破坏后图片

Fig. 3

Failure of the specimens

试件 S1 和 S2 柱破坏过程相似。加载开始时试件的受力和变形表现稳定，位移与荷载变化大致呈正比。
加载至 32 mm 时，受压侧柱脚开始出现轻微鼓曲，另一侧 2 根柱肢未出现局部变形。反向加载时，原先出现
鼓曲变形的一侧的柱脚变形基本恢复，而受压侧鼓曲变形不明显。加载至 48 mm 时，柱脚鼓曲变形无法恢
复且开始向环向发展。加载至 60 mm 时，鼓曲变形较为明显，且受压侧出现水平裂缝，少数混凝土碎末脱
落。加载至 72 mm 时，水平承载力下降严重，两侧柱脚肢管出现撕裂，试件破坏。
试件 S3 柱肢管柱脚局部屈曲出现在最大位移 48 mm 处。此时，柱肢局部屈曲可恢复。加载至 72 mm
时，局部屈曲不可完全恢复，开始出现明显鼓曲。加载至 84 mm 时，水平承载力开始下降，柱肢因较大鼓曲
变形出现水平撕裂现象。
试件 S4 柱在加载过程中整体变形较为明显。加载至 90 mm 时，柱脚开始出现微小局部屈曲，局部变形
可在反向加载时完全恢复。加载 120 mm 时，局部变形不可完全恢复。加载至 150 mm 时，出现明显面内弯
曲，柱脚鼓曲较为明显，但未出现水平裂缝。此时，因作动器正向加载位移达到限制，试验停止。试件破坏
过程和破坏后形态见图 3。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荷载 - 位移滞回曲线

Fig. 4

图4

荷载 - 位移滞回曲线图

Loadingdisplacement hysteretic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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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BAQUS 建立了各试件有限元模型，并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其加载点荷载－位移滞回曲

线见图 4。对于 S1 和 S2 柱，滞回曲线为弓形，形状较为饱满，但存在轻微“捏缩”效应，表明滞回曲线受到滑

移和剪切变形影响，整个构件的塑性变形能力比较强，格构柱低周反复荷载试验研究性能较好，能较好地耗
散地震能量。

对于试件 S3 柱，滞回曲线呈反 S 型，不够饱满。原因是长柱混凝土浇筑质量相对较难保证，钢管与混凝

土之间存在较大滑移，特别是加载后期，混凝土压碎，滑移作用更加明显，所以在加载后期捏缩效应更加明

显。对于剪跨比不大的构件，格构柱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剪切变形影响不可忽略。两者在试件 S5 柱上共同

作用，因此试件 S5 柱滞回曲线不饱满，试件耗能能力被削弱。

对于试件 S4 柱，滞回曲线表现最为饱满，接近梭形。因其剪跨比较大，在水平荷载作用下表现出明显的

弯曲性能。相比之下，可以忽略剪切变形的影响。加载后期少量捏缩效应由滑移所致，可见长细比对于格
构柱的抗震性能有较大的影响。
2.2

荷载 - 位移骨架曲线

4 个试件在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的荷载－位移骨架曲线均可分为 3 个阶段，如图 5 所示，分别为近似弹

性阶段、弹塑性阶段和破坏阶段。钢管混凝土格构柱的长细比对构件的水平承载力、弹性阶段的刚度和极
限位移均有较大影响。

Fig. 5

图5

荷载 - 位移骨架曲线图

Loadingdisplacement skeleton curve

总体来说，长细比越大，弹性阶段的刚度较小，水平承载力越低。极限位移越大，延性较好。轴压比对
构件抗震性能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破坏阶段，轴压比提高，破坏段斜率略微增大。

3

有限元参数分析
为了探究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不同缀管形式的塑性耗能能力，以试验中的钢管混凝土格构柱为原型，

利用经上述对比验证后的有限元模型，分别将模型 S1 中的缀管形式去除横缀管、去除斜缀管、改变缀管排列
方式等 5 种不同形式，分析其塑性耗能性能。5 种不同形式的缀管参数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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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模型编号

缀管形式

原模型

K 字形交叉

MD1
MD2
MD3
MD4
M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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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模型参数表

Key parameters of specimen

缀管展开示例

横缀管数量

斜缀管数量

缀管总数量

12

16

28

12

16

28

12

闪电形平行
闪电形交叉
K 字形交叉
无横缀管
无斜缀管
K 字形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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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8

0

16

16

12

0

12

12

16

28

不同缀管形式的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荷载－位移滞回曲线与原型结构的对比如图 6 所示，由图可知，

MD2 与原模型的荷载－位移滞回曲线基本重合，说明单侧斜缀管 K 字形布置与平行布置对格构柱耗能能力
影响不大。MD3 荷载－位移滞回曲线不够饱满，但骨架曲线与原模型相差较小，可知横缀管对格构柱塑性

耗能能力的贡献较小。MD4 与原模型相比，荷载－位移滞回曲线更扁平，滞回环明显偏小，说明有斜缀管形
式能较大的提高格构式柱耗能性能。MD5 的滞回曲线最大值稍低于原模型，但曲线更加饱满，与原模型耗

Fig. 6

图6

不同缀管形式荷载 - 位移滞回曲线对比图

Comparison of hysteretic curve with different tube shape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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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力基本持平，说明斜缀管是否交叉对耗能能力影响较小。同时，选取耗能性能较好的 3 种缀管形式构件
MD1、MD2 和 MD5 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结果表明：MD1 的塑性耗能能力最佳，斜缀管布置形式与前后是否

对称会相互影响，抗震性能最好的缀管形式为 MD1。

Fig. 7

图7

不同缀管形式荷载 - 位移滞回曲线与骨架曲线图

Comparison of hysteretic curve and skeleton curve with different tube shape

不同缀管形式的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荷载－位移滞回曲线和骨架曲线对比如图 7 所示。由图可知，耗

能能力最好的缀管形式为 MD1。对比图中曲线可知，缀管数量和结构受力的对称性是影响塑性耗能能力的

主要因素，缀管数量越多，参与耗能的缀管越多，耗能能力越好；结构受力越对称，滞回曲线越饱满，塑性耗
能能力越强。通过对比模型 MD3 与其他形式缀管的滞回曲线可知，斜缀管比横缀管对格构柱的塑性耗能能

力的提高更明显，横缀管对格构柱的塑性耗能能力影响较小。由荷载－位移骨架曲线图可知，在水平低周
反复荷载作用下，6 个模型的骨架曲线均可分为近似弹性阶段、弹塑性阶段和破坏阶段，缀管数量和缀管布
置形式对格构式钢管混凝土柱的影响都比较大。

4

结论
进行了 4 根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的水平低周反复荷载试验，分析了四肢钢管混凝土格式柱可能的破坏

形式。通过 ABAQUS 有限元软件分析了不同形式缀管的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获得了不同缀管形式柱的荷

载－位移滞回曲线和骨架曲线，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MD1 缀管形式的格构式钢管混凝土柱塑性耗能能力优

于其他模型。并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以下结论：

（1）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的缀管结构受力是否对称对滞回曲线的饱满程度和骨架曲线的最大峰值有一
定影响。结构受力越对称，荷载－位移滞回曲线越饱满，结构的塑性耗能能力越好。
（2）在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中，设置斜缀管可使所得的荷载－位移滞回曲线更加饱满，对柱的耗能能力
提升有明显作用，相比之下，横缀管对柱的塑性耗能能力影响较小，若要提高格构柱抗震性能，须合理设置
斜缀管，横、斜缀管同时设置所得的滞回曲线更加饱满，耗能能力更好。
（3）对于钢管混凝土格构式柱而言，其缀管形式采用斜缀管比横缀管的塑性耗能能力提高更明显，横缀
管形式对格构柱的塑性耗能能力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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