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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具有承载力高、延性好和施工便利等优点，满足“建筑工业化”的要

求，因而被广泛应用在高层建筑中。 基于混凝土的塑性－损伤模型与钢材的弹塑性混合强化模型，采
用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建立方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ＳＴＲＣ）柱的三维实体精细有限元模型进行拟静力分析。
模型考虑了钢管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作用以及合理的边界条件、加载模式，分析所得柱的破坏形态、
荷载－位移滞回曲线和荷载－位移骨架曲线等有限元结果与已有拟静力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进一步建

立了 １３６ 个足尺模型并进行参数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钢管的套箍约束作用可减小混凝土压应变峰值

并提高压应力峰值，延缓柱的破坏，有效提高其承载力和延性；破坏位移角和极限承载力随钢管厚度

增大而增大。 提出了不同轴压比时 ５ 种材料强度匹配的钢管合理厚度和套箍系数等抗震设计方法，
以混凝土应变、钢管应变为依据的塑性铰判定方法以及塑性铰长度实用计算公式，可为框架柱的抗震

设计提供依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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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建筑产业规模大，但节能减排、人居环境改

善、工程效率及品质等问题显现，总体科技贡献率不

高。 为改善上述落后局面，早在 ２０１４ 年《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明确提出“强力推进

建筑工业化”。 主要要求包括：采用先进、适用的技

术和工艺，减少繁重复杂的手工劳动和湿作业。 本

质是：应选用合适的结构形式，满足建筑需求，减少

施工工序和人工损耗，节约时间和成本。
在高层建筑中，钢筋混凝土柱承受的竖向荷载

较大，使得轴压比较高，此时柱的延性明显变差进而

导致结构的整体抗震能力变差且易于破坏。 周绪红

等［１］从构造出发，提出了一种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

柱，并开展了 ５ 根柱子的低周往复试验研究，结果表

明：即使轴压比高达 ０．８，外钢管对混凝土约束较好，
混凝土没有发生压溃剥落，柱的承载力和位移延性

系数显著提高 ２４．２％，１４２．８％。 该类柱子的优势在

于：①钢管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可有效提高混

凝土的抗压强度，从而提高承载力，内填核心混凝土

的支撑作用又可以有效地减缓钢管的局部屈曲，提
高柱的延性；②外部钢管相当于模板，可承担施工期

间的结构重量与外荷载，有效节省了支模、拆模的材

料和人工费用，通常通过加强环板与钢梁或钢－混
凝土组合梁进行螺栓连接或者焊接，可满足“建筑

工业化”的要求。 由于该类柱子在实际轴压比高达

０．８ 时仍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且配置外钢管的工

艺简单，不需支模，操作便利，外观整洁，因此有必要

在试验验证的基础上对该类柱进行精细化有限元分

析，深入研究其抗震设计方法及塑性铰计算方法。
地震作用下，框架柱端部较大弯矩处产生较大

的塑性变形，成为塑性铰。 在框架结构设计时，应加

强柱端的塑性铰区域约束，使其具有较好的转动能

力，从而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 很多学者通过试验

研究、数值模拟和数据回归等方法，分析了钢筋混凝

土柱塑性铰长度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不同的塑性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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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ｈｉｎ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Ｌｐ 计算公式。 邵长江

等［２］ 设计了７个矩形钢筋混凝土桥墩柱进行低周往

复试验，结果表明塑性铰长度随墩高 Ｌ、配箍率 ρｓｖ 的

增大而增大，而纵筋配筋率 ρｓ 的影响较小。 王斌

等［３］ 对带型钢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进行拟静力试

验，根据柱的破坏形态，指出塑性铰长度随纵筋配筋

率 ρｓ、型钢率 ρ、钢筋屈服强度 ｆｙ 的增大而增大。 周

建等［４］ 采用 ＯＰＥＮＳＥＥＳ 软件对 ７２ 个桥墩进行横向

推覆数值模拟，发现塑性铰长度与墩高 Ｌ、纵筋配筋

率 ρｓ 和截面高度Ｂ有关。 孙治国等［５］ 对１５４根钢筋

混凝土墩柱抗震试验结果进行回归，认为塑性铰长

度与纵筋屈服强度无直接关系， 提出公式 Ｌｐ ＝
０．１Ｌ ＋７．３２ｄｓ － ０．１６５Ｂ，Ｌ 为柱长，ｄｓ 为受力纵筋的

直径，Ｂ 为截面高度。 王震等［６］ 通过回归 ４８ 根桥墩

柱的滞回试验结果，指出塑性铰长度随柱高 Ｌ、截面

宽高 Ｂ、纵筋配筋率 ρｓ 和纵筋屈服强度 ｆｙ 的增大而

增大。 以上研究认为柱长对塑性铰长度影响较大，
而纵筋配筋率、纵筋屈服强度、配箍率以及截面尺寸

的影响系数差异大， 且未考虑轴压比的影响。
Ｓｈｅｉｋｈ 等［７］ 认为高轴压比下钢筋混凝土柱沿全长

被压碎时，塑性铰长度 Ｌｐ 为 １．０Ｌ。 仇建磊等［８］ 根据

３０ 个压弯破坏柱的试验结果，指出轴压比 ｎ、配筋率

ρｓ 都会影响钢筋混凝土柱的塑性铰长度。 袁方

等［９⁃１０］ 指出柱的塑性铰长度随轴压比 ｎ、柱长 Ｌ 增大

而增大，随配箍率增大而减小。 以上都是普通钢筋

混凝土柱塑性铰的研究成果，而对于钢管约束钢筋

混凝土柱塑性铰的研究涉及较少。
以往钢筋混凝土柱抗震性能的有限元分析中，

主要采用弹塑性本构模型，没有考虑往复荷载下混

凝土的塑性损伤特性和钢材的硬化特征，导致有限

元结果不够准确。 为此，笔者主要开展如下工作：①
采用 ＡＢＡＱＵＳ 有限元软件建立拟静力荷载作用下

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的三维实体精细有限元模

型，模型考虑往复荷载作用下混凝土的塑性损伤特

征与钢材的混合强化特征以及钢管对混凝土的约束

作用，与拟静力试验结果［１］ 对比验证模型的正确

性；②建立 １３６ 个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足尺有限

元模型，开展不同参数下柱的滞回性能分析，探讨钢

管厚度对承载力和延性的影响，提出不同轴压比下

钢管厚度、套箍系数等抗震设计方法、柱的塑性铰判

定方法及长度计算公式。

１　 试验验证

１．１　 试验简介

以周绪红等［１］完成的 ５ 个方形钢筋混凝土中长

柱（长宽比 Ｌ ／ Ｂ＝ ６）拟静力试验为原型，包括 １ 个普

通钢筋混凝土柱和 ４ 个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对
其进行有限元分析。 普通钢筋混凝土柱由混凝土柱

体、纵筋和箍筋组成，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由钢管

外包混凝土柱体。 柱截面边长均为 ２００ ｍｍ，纵筋配

置 ４ １２，箍筋通长配置 ８＠ １００。 试件尺寸及构造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试件示意图

１．２　 建模方法

混凝土采用塑性－损伤本构模型，基本参数设

置见表 １。 骨架曲线按丁发兴等［１１］ 提出的应力－应
变关系统一计算如（１）式所示，式中的参数见表 ２；
损伤变量采用丁发兴等［１２］ 提出的基于弹性模量损

伤的计算值，受压刚度复原因子 Ｗｃ 取 ０．８，受拉刚度

复原因子 Ｗｔ 取 ０．２。

ｙ ＝

Ａｘ ＋ （Ｂ － １）ｘ２

１ ＋ （Ａ － ２）ｘ ＋ Ｂｘ２ 　 （ｘ ≤ １）

ｘ
α（ｘ － １） ２ ＋ ｘ

　 　 　 （ｘ ＞ 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纵筋、箍筋、钢管和盖板均为钢材，本构关系采

用丁发兴等［１２］ 提出的 ＡＢＡＱＵＳ 中参数表示的混合

强化模型，以反映钢材的屈服面及包辛格效应。 模

型的 ６ 个参数见表 ３，考虑到钢管容易曲屈导致硬

化特征将变得不明显，随动硬化参数（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ｈａｒ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Ｃ１ 取文献［１２］的 １ ／ １０，即为 ７５０。

·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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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中混凝土的基本参数取值

弹性模量 Ｅｃ 泊松比
膨胀角 ／

（°）
流动偏角

双轴等压混凝土

强度与单轴强度

拉、压子午线上第二

应力不变量的比值
黏性系数

９ ５００ｆｃｕ １ ／ ３ ０．２ ４０ ０．１ １．２２５ ２ ／ ３ ０．０００ ５

表 ２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中混凝土的骨架曲线参数取值

参数 ｙ ｘ Ａ Ｂ α

受压取值
ｙ ＝ σ ／ ｆｃ，σ 为应力，ｆｃ 为轴

心抗压强度，ｆｃ ＝ ０．４ｆｃｕ ７ ／ ６

ｘ ＝ ε ／ εｃ，ε 为应变，εｃ 为受压峰

值应变，εｃ ＝ ３８３ｆｃｕ ７ ／ １８ × １０ －６
９．１ｆｃｕ

－４ ／ ９ １．６（Ａ － １） ２

钢管约束混凝土柱取

０．１５，普通混凝土柱取

２．５ｆｃｕ ３ × １０ －５

受拉取值
ｙ ＝ σ ／ ｆｔ，ｆｔ 为轴心抗拉强

度，ｆｔ ＝ ０．２４ｆｃｕ ２ ／ ３

ｘ ＝ ε ／ εｔ，εｔ 为受拉峰值应变，

εｔ ＝ ３３ｆｃｕ １ ／ ３ × １０６ １．３０６ ０．１５ ０．８

注：大部分参数可由立方体抗压强度 ｆｃｕ直接算出；钢管约束混凝土柱为三轴受压，普通混凝土柱为单轴受压。

表 ３　 ＡＵＡＱＵＳ 有限元软件中钢材相关参数取值

对象
零塑性应变处

的屈服应力
等效应力

随动硬化

参数 Ｃ１

反向应力的

变化率 γ
屈服面的

最大变化 Ｑ∞
硬化参数 ｂ

１．纵筋、箍筋和盖板

２．钢管
实测屈服强度 实测屈服强度

７ ５００
７５０

５０
实测屈服

强度的一半
０．１

　 　 模型的界面接触设置为：①纵筋与箍筋合并

（ｍｅｒｇｅ）后，内置（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于核心混凝土；
②钢管与核心混凝土之间设置库伦摩擦型接触，由
切线方向的摩擦和法线方向的硬接触构成，摩擦因

数取 ０．５；③盖板与柱顶采用绑定的约束方式（ ｔｉｅ）。
采用与拟静力试验一致的边界条件：试件嵌固在刚

性混凝土底座上，故对柱底完全固定，Ｘ，Ｙ，Ｚ ３ 个方

向的位移和转角均设置为 ０°。 加载方式也与试验

相同，共设置 ２ 个分析步，分析步类型均为静力通

用，包括：①第 １ 个分析步，将恒定轴压力以压强

（轴压力 ／盖板面积）的形式施加在柱顶盖板表面，
施加时间为 １ ｓ，并传递到第 ２ 个分析步；②第 ２ 个

分析步，对柱顶施加水平往复位移。 单元及网格见

表 ４，有限元模型如图 ２ 所示。
表 ４　 单元类型和网格划分技术

对象 单元类型 单元形状 网格形式 网格尺寸 ／ ｍｍ

核心混凝土、
钢管、盖板

实体单元⁃
Ｃ３Ｄ８Ｒ

六面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１００

纵筋、箍筋
桁架单元⁃

Ｔ３Ｄ２
直线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１００

图 ２　 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的有限元模型

１．３　 模型验证

将 ２ 个典型试件（ ＳＲＣ⁃６０、ＳＴＲＣ⁃６０⁃８）的破坏

·２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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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和曲线结果对比如图 ３ 至 ４ 所示，图中“Ｓ”表

示方形截面（ｓｑｕａｒｅ），“Ｔ”表示钢管约束（ｓｔｅｅｌ ｔｕｂｅ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ＲＣ 为钢筋混凝土（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６０ 为混凝土强度等级，ｎ 为轴压比。 Ｂ，Ｌ，ｔ 分别为

截面边长、柱长、钢管壁厚。 可知：①普通钢筋混凝

土柱 ＳＲＣ⁃６０ 的最大应力区域主要位于上下两端范

围，与试验现象“两端弯矩最大处混凝土严重压溃，

且纵筋压屈” 吻合，配置外部约束钢管后， ＳＴＲＣ⁃
６０⁃８的鼓曲程度减小，压溃现象不明显，纵筋没有失

稳；②有限元荷载－位移滞回曲线比试验曲线略饱

满，但整体变化趋势一致，且有限元荷载－位移骨架

曲线与试验曲线吻合良好，因此建立的有限元模型

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可行性。

图 ３　 普通 ＳＲＣ⁃６０ 破坏形态、滞回曲线、骨架曲线比较（ｎ＝ ０．８，Ｂ×Ｌ＝ ２００ ｍｍ×１ ２００ ｍｍ）

图 ４　 带钢管 ＳＴＲＣ⁃６０⁃８ 破坏形态、滞回曲线、骨架曲线比较（ｎ＝ ０．８，Ｂ×Ｌ×ｔ＝ ２００ ｍｍ×１ ２００ ｍｍ×２．６６ ｍｍ）

２　 参数分析

２．１　 足尺模型

设计并建立了 １０ 个普通钢筋混凝土柱和 １２６
个钢管约束混凝土柱的三维实体精细有限元足尺模

型算例开展拟静力分析，截面均为 Ｂ×Ｄ ＝ ５００ ｍｍ×
５００ ｍｍ，柱长均为 Ｌ ＝ ２ ０００ ｍｍ。 编号中第 １ 个字

母“ｓ”表示方形（ｓｑｕａｒｅ），第 ２ 个字母“ｃ”表示柱子

（ｃｏｌｕｍｎ），第 ３ 个字母 “ ｈ” 表示受荷模式为滞回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材料性能为：①混凝土为 Ｃ４０、Ｃ６０ 和

Ｃ８０，立方体抗压强度 ｆｃｕ为 ４０，６０，８０ ＭＰａ，对应的轴

心抗压强度 ｆｃ 分别为 ２９．６，４７．５，６６．４ ＭＰａ；②钢管

为 Ｑ２３５， Ｑ３４５， Ｑ４２０， 屈服强度 ｆｙ 为 ２３５， ３４５，
４２０ ＭＰａ，厚度 ｔ＝ ３，４，６，８，１０ ｍｍ，定义钢管的套箍

系数为 ξ ＝ ｆｙＡｓ ／ ｆｃＡｃ
［１３］；③纵筋为 ＨＲＢ４００，屈服强

度 ｆｙ 为 ４００ ＭＰａ，直径 ｄｓ 为 ２０ ｍｍ，横向间距 ａｓ 为

图 ５　 足尺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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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ｍｍ，箍筋为 ＨＰＢ３００，屈服强度 ｆｙｖ为 ３００ ＭＰａ，
直径 ｄｓｖ为 １０ ｍｍ，纵向间距 ｂｓ 为 １００ ｍｍ。 足尺模

型算例的具体参数见表 ５，有限元模型如图 ５ 所示，
水平往复加载制度按 《建筑抗震试验规程 ＪＧＪ ／

Ｔ１０１⁃２０１５》 ［１４］统一为 （５， １０， １５ ～ ４０，４５，５０，６０，
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ｍｍ，５０ ｍｍ 之前以 ５ ｍｍ 为增量步，
５０ ｍｍ 之后以 １０ ｍｍ 为增量步，施加时间为 ６０ ｓ。

表 ５　 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足尺模型算例参数

对象 序号
钢管屈服强

度 ｆｙ ／ ＭＰａ
混凝土立方体抗

压强度 ｆｃｕ ／ ＭＰａ
轴压比 ｎ 钢管壁厚 ｔ ／ ｍｍ 套箍系数 备注

１．普通钢筋

混凝土柱
ｓｃｈ１～１０ ３４５ ４０ ０．１～１．０ － －

２．钢管约束

钢筋混凝土

ｓｃｈ１１～２０ ３４５ ４０ ０．１～１．０ ３ ０．２８
对比有无钢

管的影响

ｓｃｈ２１～４０ ３４５ ４０
０．２，０．５，
０．８，１．０

４，５，６，
８，１０

０．３８，０．４７，０．５７，
０．７６，０．９５

对比钢管厚

度的影响

ｓｃｈ４１～６４ ２３５ ４０
０．２，０．５，
０．８、１．０

３，４，５，
６，８，１０

０．１９，０．２６，０．３２，
０．３９，０．５２，０．６５

ｓｃｈ６５～８８ ３４５ ６０
０．２，０．５，
０．８，１．０

３，４，５，
６，８，１０

０．１８，０．２３，０．２９，
０．３５，０．４７，０．５９

ｓｃｈ８９～１１２ ３４５ ８０
０．２，０．５，
０．８，１．０

３，４，５，
６，８，１０

０．１３，０．１７，０．２１，
０．２５，０．３４，０．４２

ｓｃｈ１１３～１３６ ４２０ ８０
０．２，０．５，
０．８，１．０

３，４，５，
６，８，１０

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６，
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２

统计数据，
提出抗震设

计方法和塑

性铰计算

方法

２．２　 钢管的影响

以方形普通钢筋混凝土柱 ｓｃｈ１ ～ １０ 和厚度 ｔ ＝
３ ｍｍ的方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 ｓｃｈ１０～２０ 足尺模

型算例的滞回性能计算结果为例，典型轴压比（ｎ ＝
０．５，０．８，１．０）的有限元荷载－位移滞回曲线如图 ６
所示，不同轴压比的极限承载力和破坏位移比较见

图 ７，破坏位移按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１５］取水平力下降到极限承载力 ８５％时对应的

位移，破坏位移角按（２）式计算：
破坏位移角＝破坏位移 ／柱长 Ｌ （２）

式中，柱长 Ｌ 取 ２ ０００ ｍｍ。 如果水平位移加载到

１００ ｍｍ时，水平力仍没有下降到极限承载力的

８５％，则取 １００ ｍｍ 为破坏位移。 从图 ６ 至 ７ 可知：

图 ６　 典型轴压比下柱的滞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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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钢管对柱极限承载力和破坏位移角的影响

１） 相同轴压比时，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的滞

回曲线比普通钢筋混凝土柱更饱满，极限承载力更

大，下降更缓慢，延性更好；
２） 当轴压比增大，２ 种柱的极限承载力都呈增

大趋势，两者分别在轴压比 ｎ＝ ０．８，ｎ ＝ ０．９ 时达到极

限承载力的最大值，但轴压比增大会使得滞回曲线

下降更快，延性明显变差；
３） 对于普通钢筋混凝土柱，当轴压比≤０．４ 时，

破坏位移角都大于规范限值 １ ／ ５０［１５］，当轴压比达

到 ０．５ 时，滞回曲线出现明显的下降段，且破坏位移

角小于规范限值 １ ／ ５０，当轴压比达到 ０．８，１．０ 时，混
凝土迅速压溃而丧失承载力，滞回环过了第 ３ 象限

后直接回到原点，延性很差；
４） 对于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其破坏位移角

普遍大于规范限值 １ ／ ５０，只有当 ｎ＝ １．０ 时破坏位移

角小于 １ ／ ５０，此时可略微增大钢管厚度。
轴压比为 ０．５，０．８，１．０ 时 ２ 种柱的核心混凝土

控制点纵向应力－纵向应变曲线如图 ８ 所示，可见：
①由于外部钢管分担了混凝土承担的轴压力，以及

钢管对混凝土的套箍约束作用，混凝土的压应变明

显减小，且套箍约束作用使得混凝土的压应力显著

提高，随着轴压比增大这种约束作用更明显；②加载

后期三者的应力－应变曲线斜率变小，表明塑性损

伤使得弹性模量和刚度都减小。

图 ８　 混凝土控制点的应力－应变滞回曲线

　 　 轴压比为 ０．５，０．８，１．０ 时 ２ 种柱的纵筋、箍筋控

制点应力－纵向应变曲线如图 ９ 至 １０ 所示。 当轴压

比 ｎ≤０．５ 时，纵筋应变为拉压往复趋势，高轴压比

作用下，纵筋应变以压应变为主。 箍筋的作用是约

束柱的侧向膨胀变形，以拉应变为主。 可见：①钢管

的套箍约束作用使得混凝土压应变减小，故混凝土

内部纵筋的压应变也明显减小，但纵筯的压应力峰

值接近，钢管约束了柱的侧向变形，分担了箍筋的一

部分约束作用，因此箍筋的拉应变也显著减小，但箍

筯的拉应力峰值接近；②当 ｎ ＝ ０．５ 时，普通柱的纵

筋压应变、箍筋拉应变为 ０．１５７、０．０６３，钢管约束钢

筋混凝土柱的纵筋压应变、箍筋拉应变减小为

０．０５３，０．０５４，减小了 ６６．２％，１４．０％；③高轴压比 ０．８
和 １．０ 作用时，普通钢筋混凝土柱迅速压溃，纵筋压

屈，压应变为 ０． ７７２， ０． ７６３，箍筋拉断，拉应变为

０．１０３，０．２８２，而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的纵筋压应

变减小为 ０．１４４，０．２００，分别减小了 ８１．３％，７３．９％，
箍筋拉应变减小为 ０．０６７，０．０８２，分别减小了３５．２％，
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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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纵筋控制点的应力－应变滞回曲线

图 １０　 箍筋控制点的应力－应变滞回曲线

３　 抗震设计方法

为确定不同轴压比时方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

的合理钢管厚度和套箍系数，优化分析 Ｑ３４５＋Ｃ４０，
Ｑ２３５＋Ｃ４０，Ｑ３４５＋Ｃ６０，Ｑ３４５＋Ｃ８０，Ｑ４２０＋Ｃ８０ 这 ５
种匹配，对比了 １３６ 个足尺模型算例的滞回性能，其
中钢管厚度为 ３，４，５，６，８，１０ ｍｍ 且通长布置，轴压

比为 ０．２，０．５，０．８ 和 １．０。 以 Ｑ３４５＋Ｃ４０ 为例，计算

得到不同钢管厚度时 ＳＴＲＣ 柱的破坏位移角、极限

承载力以及极限承载力提高率见图 １１，可知：ＳＴＲＣ
柱的破坏位移角和极限承载力随钢管厚度增大而明

显增大，定义 ＳＴＲＣ 柱的破坏位移角达到位移角限

值 １ ／ ５０［１５］时的钢管厚度为合理钢管厚度。 不同轴

压比下 ＳＴＲＣ 柱的合理钢管厚度及套箍系数见表 ６，
可见当轴压比为 ０．２ 时，不需要配置钢管，破坏位移

角可达到 ０．０４，已超过位移角限值 １ ／ ５０，满足规范

要求，当轴压比为 ０．５，０．８，１．０ 时，合理套箍系数分

别为 ０．１０，０．２６，０．４０。

图 １１　 不同钢管厚度对柱抗震性能的影响

·６２３１·



第 ６ 期 石若利，等：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抗震设计方法及塑性铰

表 ６　 合理钢管厚度和套箍系数

强度匹配序号 钢管与核心混凝土强度
合理钢管厚度 ｔ 和套箍系数 ξ

ｎ＝ ０．２ ｎ＝ ０．５ ｎ＝ ０．８ ｎ＝ １．０

１ Ｑ３４５＋Ｃ４０ ｔ＝ ０，ξ＝ ０ ｔ＝ １ ｍｍ，ξ＝ ０．１０ ｔ＝ ３ ｍｍ，ξ＝ ０．２８ ｔ＝ ４ ｍｍ，ξ＝ ０．３８

２ Ｑ２３５＋Ｃ４０ ｔ＝ ０，ξ＝ ０ ｔ＝ ２ ｍｍ，ξ＝ ０．１３ ｔ＝ ４ ｍｍ，ξ＝ ０．２６ ｔ＝ ６ ｍｍ，ξ＝ ０．３９

３ Ｑ３４５＋Ｃ６０ ｔ＝ ０、ξ＝ ０ ｔ＝ ２ ｍｍ，ξ＝ ０．１２ ｔ＝ ４ ｍｍ，ξ＝ ０．２６ ｔ＝ ６ ｍｍ，ξ＝ ０．３５

４ Ｑ３４５＋Ｃ８０ ｔ＝ ０、ξ＝ ０ ｔ＝ ３ ｍｍ，ξ＝ ０．１３ ｔ＝ ６ ｍｍ，ξ＝ ０．２５ ｔ＝ ８ ｍｍ，ξ＝ ０．３４

５ Ｑ４２０＋Ｃ８０ ｔ＝ ０、ξ＝ ０ ｔ＝ ３ ｍｍ，ξ＝ ０．１０ ｔ＝ ５ ｍｍ，ξ＝ ０．２６ ｔ＝ ８ ｍｍ，ξ＝ ０．４１

４　 塑性铰定义及长度计算公式

４．１　 塑性铰定义

当方形 ＳＴＲＣ 柱滞回曲线达到正、负峰值荷载

时，柱底部形成塑性铰，之后水平荷载逐渐减小。 此

时 １３６ 个足尺模型的混凝土纵向应变与峰值应变以

及钢管应变与屈服应变比值的分布规律如图 １２ 所

图 １２　 正、负峰值荷载时 １３６ 个足尺模型的纵向应变规律

示，其中 ｓｃｈ１ ～ １０ 为普通钢筋混凝土柱，未配置钢

管，故图 １２ｂ）没有前 １０ 个数据点。 由图 １２ 可知：
１） 按混凝土应变考虑，混凝土的纵向受拉应

变、受压应变与其峰值应变的比值在 ２，３ 附近波动，
因此混凝土纵向受拉、受压应变达到 ２，３ 倍峰值应

变时，柱底部分别形成拉铰、压铰；
２） 按钢材应变考虑，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钢

管的应变较易量测，打磨钢管外表面后粘贴应变花，
通过电导线连接到应变仪即可读取数据；而量测纵

筋和箍筋的应变较困难，需对混凝土打孔，会削弱柱

的抗震性能，故选取钢管应变作为塑性铰出现的判

定依据更实用，钢管的纵向受拉应变、受压应变达到

１．５ 倍、４ 倍屈服应变时，柱底分别形成拉铰、压铰。
４．２　 塑性铰长度计算公式

按 ４．１ 节，加载结束后混凝土纵向压应变大于 ３
倍峰值应变的区域长度即为塑性铰长度。 轴压比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１．０ 下，５ 个普通钢筋混凝土柱和 ５
个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的塑性铰长度（彩色区

域）见图 １３ 至 １４，可知：①小轴压比作用时，塑性铰

长度较小；②高轴压比 ０．８ 和 １．０ 作用时，普通钢筋

混凝土柱完全压屈，塑性铰长度为全长 ２ ０００ ｍｍ，
而设置外钢管可有效减小柱端塑性铰长度，塑性铰

长度控制在 １ ４００，１ ６００ ｍｍ。

图 １３　 不同轴压比下普通钢筋混凝土柱的塑性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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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不同轴压比下钢管（ ｔ＝ ３ ｍｍ）约束混凝土柱的塑性铰区域

　 　 根据 １３６ 个足尺模型算例的有限元塑性铰长度

数据，考虑轴压比 ｎ 和钢管的套箍系数 ξ，笔者建议

塑性铰长度 Ｌｐ 计算公式为

Ｌｐ ＝ βＬ ＝ （１．１２ｎ － ０．２０ξ － ０．６５ｎξ）Ｌ （３）
式中， β应满足 ０≤ β≤１，当 β ＜ ０，取 β ＝ ０，此时塑

性铰长度为 ０，当 β ＞ １，取 β ＝ １，此时塑性铰长度为

柱全长。 由（３）式可知：塑性铰长度随轴压比增大

而增大，随钢管套箍系数增大而减小。 按（３）式计

算所得塑性铰长度与有限元塑性铰长度对比如图

１５ 所示，两者比值的均值为 １． ０１８，离散系数为

０．０２１，表明（３）式的精度较高。

图 １５　 塑性铰长度的解析计算与有限元模拟结果对比

５　 结　 论

基于混凝土三轴塑性－损伤模型和钢材混合强

化模型，采用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建立方钢管约束钢筋混

凝土柱的试验缩尺模型和足尺模型进行拟静力分

析，通过试验验证和参数分析，结论如下：
１） 拟静力荷载下方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柱的

破坏形态、荷载－位移滞回曲线和荷载－位移骨架曲

线有限元计算结果与已有拟静力试验结果吻合良

好，表明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可准确模拟方钢管约束

钢筋混凝土柱的滞回性能；
２） 钢管的套箍约束作用可有效减小混凝土的

压应变峰值和提高压应力峰值，显著减小纵筋和箍

筋的应变，从而延缓柱的破坏，提高承载力和延性；
３） 提出了各钢管与核心混凝土强度等级匹配、

不同轴压比下的合理钢管厚度等抗震设计方法，当
轴压比 ０．２，０．５，０．８，１．０ 作用时，合理的钢管套箍系

数分别为 ０，０．１０，０．２６，０．４０；
４） 对于长宽比不大于 ８ 的短柱和中长柱，当混

凝土纵向受拉、受压应变达到 ２，３ 倍峰值应变时，或
外钢管的纵向受拉应变、受压应变分别达到 １．５ 倍、
４ 倍屈服应变时，柱底形成拉铰、压铰，外钢管可有

效减小柱端塑性铰长度，提出了反映轴压比和套箍

系数 ２ 个参数影响的塑性铰长度公式，精度较高，可
用于实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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