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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非线性分析的探索
蒋玲 1*，张峥 1
(1．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中国 200092）

摘 要:依托复旦大学设备平台项目和某加油站项目两个结构案例，比较了传统一阶弹性分析与考虑了整体初始缺陷
和构件初始缺陷的直接分析法对结构设计的影响。分析比较表明，针对二阶效应明显的结构，缺陷分析非常重要，
推荐使用直接分析法进行分析设计，从结构整体及构件局部同时控制稳定性；直接分析设计法适用于各种结构类型，
是一种适用范围更广、实用性更高的分析设计方法。计算结果也显示两个工程的结构均能同时满足建筑功能和结构
安全需求。
关键词: 一阶弹性分析；计算长度法；直接分析设计；极限承载力

STUDY ON NONLINEAR ANALYSIS OF STRUCTURE
L.Jiang 1* ，Z.Zhang 1*
(1.Tongji Architectural Design (Group) Co., Ltd, Shang Hai, China 200092)

ABSTRACT: Relying on two structural cases of Fudan University equipment platform project and a gas
station proje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first-order elastic analysis and the direct
analysis method on structural design. The analysis comparison shows that, for structures with obvious
second-order effe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ake imperfectio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rect analysis method
is applicable for all types of structure and is of wider application and higher practicability.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se two projects described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rchitectural function and
structural safety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first-order elastic analysis; effective length method; direct analysis and design; ultimat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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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扭曲的空间结构构件指导意义不明确。

引 言

相较于直接分析法，传统计算长度法设计过

2017 年 实 施 的 钢 结 构 设 计 标 准 （GB
50017—2017）[1]（简称标准），新增了第五

程复杂，需要手动设置模型中的构件的计算
长度并且复核该长度是否超限；直接分析法

章节结构分析与稳定性设计。很多工程师对
其中的直接分析法的使用抱有疑虑和非常审

无需指定任何与计算长度相关的系数，只需
指定构件初始缺陷及结构整体初始缺陷，通

慎的态度。为规避直接分析法的使用，整体
结构的最低阶弹性临界荷载与荷载设计值的

过有缺陷的模型迭代分析计算构件截面承载
能力即可。

比值尽量采取 10 以上。但传统计算长度法存
在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首先是柱子的计

本文针对复旦大学设备平台项目和某加
油站项目的结构设计，根据相关规范建议采

算长度控制非常严格，经常导致设计的柱子

用不同分析设计方法，评估直接分析设计法

直径偏大；其次是针对复杂空间结构，构件

在设计过程中的重点注意事项，判断该结构

的计算长度取值困难，规范中的指导数据对

的受力性能。

第一作者：蒋玲，女，1988 年出生，工程师，硕士。
Email：52jl@tjad.cn
通信作者：蒋玲，女，1988 年出生，工程师，硕士。
Email：52jl@tja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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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分析方法概述

度的分布，进一步提高了一单元一构件在设
计实践中的精度。直接分析法的使用在香港

标准[1]第 5.1.6 条明确规定，根据不同的

理工大学陈绍礼教授的相关论文中有明确实

二阶效应系数 i ，结构内力分析需采用不同
的分析方法。对于不规则的结构二阶效应系
Ⅱ

现流程[4-5]，付波[6]等通过对 ETABS 软件二次
开发给出了直接分析法在软件中的实现方式。

数可按公式（1）确定。式中 cr 为结构整体最
低阶弹性临界荷载与荷载设计值的比值。
iⅡ 

本文中的分析基于 NIDA 软件，其中直接分析
法采用了软件模块中的 FBMI 单元进行分析设

1

cr

计。

（1）

当cr 大于等于 10 时可可采用一阶弹性分
析；当cr 大于等于 4 时宜采用二阶 P-Δ弹性
分析；当 cr 小于 4 时应增加结构侧移刚度或
采用直接分析法。一阶弹性分析不考虑变形
对内力的影响，针对未变形的结构来分析它
的平衡，所得的荷载位移关系为线性，所得
内力数值偏低。标准[1]规定当结构采用一阶弹
性分析时，需按第 6~8 章的规定进行截面强度
设计及构件稳定性设计，应按弹性稳定理论

图 1 FBMI 单元的基本力与位移关系[Zuo-Lei DU 等

确定构件的有效计算长度。当采用仅考虑 P-

[3]]

Δ的二阶弹性分析时，应计入结构的整体初

Fig.1 Basic forces versus displacements relations of

始缺陷，平衡方程按结构变位之后的轴线建

FBMI [from Zuo-Lei DU [3]]

立，即计入了几何非线性，需按标准[1]第 6~8
章的规定进行截面强度设计及构件稳定性设
计，但轴心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系数可按 1.0
或其他认可值选取。直接分析设计法同时考

2

复旦大学设备平台项目

2.1 工程概况

虑二阶 P-Δ结构整体缺陷和 P-δ构件局部缺

本项目是复旦大学张江脑学科研究中心
的标志性构筑物。该中心是一个围绕圆形下

陷、残余应力、节点刚度及其它对稳定性有
显著影响的因素，立足反映结构体系的真实
内力及变形响应，仅需进行截面承载力校核，

沉庭院的全地下建筑，本项目起到为下沉中
庭遮风挡雨、联络上下交通的作用。建筑设

不需按有效长度法进行构件受压稳定性验算

计从大脑影像所呈现的邱状和纹状形式获得

即可同时保证结构整体稳定和局部构件稳定。

启发，以树枝分叉形态作为出发点，形成了

是一种基于力学层面的结构分析方法。
结构整体初始缺陷的施加可按最低阶整

极具特色的建筑结构表现。
该构筑物为偏心筒柱支承的大悬挑单梁

体屈曲模态施初始缺陷代表值，亦可在每层
柱的柱顶施加假想水平力，现目前很多软件

结构体系。支承筒柱直径 4.4m，高度 13.1m，
偏心支承顶部直径为 25.4m 的挑篷，距筒柱中

已经能够做到施加整体初始缺陷。SL.Chan 等
[2]在 1994 年的论文中发表了一种名叫 PEP 的

心的最大悬挑尺寸为 19.85m。筒柱由 10 根截
面尺寸为 350x250x30x30 的焊接矩形管钢柱均

单元用于非线性分析中一单元一构件的模拟，
在无需将构件打断成多个单元的情况下，仍

布围合而成，局部由于门洞要求抽柱。根据
门洞的标高设置 3 圈环形大梁，大梁在承托门

能以较高的精度从单元层面捕捉构件的内力-

洞顶部钢柱的同时对钢柱起环箍作用。柱顶

变形曲线。Zuo-Lei DU 等[3]在此基础上推导了

焊接于柱顶环梁底部，沿筒柱径向辐射布置

基于柔度法的带构件初始缺陷的二阶梁柱单
元 FBMI 用于钢结构直接分析，该单元在计入

的 20 根变截面主梁焊接于柱顶环梁侧壁，变
截面主梁的尺寸从根部的 1200mm逐渐收进到

构件初始缺陷的同时还能模拟塑性沿构件长

最大悬挑端的 200mm, 梁端用封边梁拉结，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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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之间采用变截面次梁，截面高度从 400mm

压变向问题；温度采用升降温 35 度。

收进到 200mm。次梁的布置呈叶脉型展开，

在典型工况组合 1.3 恒载+1.5 活载作用下

既能作为幕墙的主龙骨又能在主梁的平面外

的第一阶整体弹性临界屈曲荷载系数为 25.9，

起支撑作用。次梁采用 Q345B 材质，其它构

屈曲模态显示钢柱弱轴失稳带动结构整体发

件采用 Q390B。

生扭转。根据标准，该类型结构二阶效应不
明显，可采用一阶弹性分析。一阶弹性分析
结果显示：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组合下，悬
挑端最大竖向变形为 235mm，通过工厂反拱
130mm 之后，竖向变形挠跨比为 1/168，满足
悬挑端挠跨比[1/125]的要求；小震工况下柱
顶侧移最大值为 13mm，满足侧向变形[H/400]
的要求；在所有极限承载能力组合工况下该
结构所有构件应力比均小于 0.9。

图 2 结构仰视图
Fig.2 Bottom view of structure

图 5 第一阶整体屈曲模态
Fig.5 First-order global buckling mode

本工程钢柱柱脚与基础刚接连接，钢柱
顶焊接于柱顶环梁底部。由于偏心大悬挑，
在竖向荷载作用下钢柱一侧恒受压，一侧恒
受拉，门洞两侧的受压柱为本结构的重点受

图 3 结构体系构成图

力部位。本文采用一阶弹性分析及不考虑材
料弹塑性发展的直接分析设计法对该结构支

Fig.3 Structural system diagram

承钢柱进行设计对比。并最终通过考虑双非
线性的弹塑性极限承载力直接分析判断结构
的安全度。
2.2.1 钢柱一阶弹性分析设计
采用一阶弹性分析对柱子进行强度和稳
定性设计，柱子计算长度的取值非常关键。
本工程钢柱与横梁布置为非常规情况，钢柱
弱轴暂按钢结构设计标准中附录表 E.0.1 无侧
移框架取值计算长度系数为 0.549。环梁对钢

图 4 典型结构立面图
Fig.4 Typical sectional drawing

柱主轴的支撑作用无法定量估算，本文根据

2.2 结构分析设计

钢结构稳定理论[7]采用 3 种主轴计算长度进行

除结构自重外，本工程考虑 1.2kN/m2 的

设 计 。 在 标 准荷 载 组 合下 ， 钢 柱 设 计轴 力
3084kN，设计强轴弯矩 1.25kNm，设计弱轴

附加恒载；0.50kN/m2 的活荷载；按风雪荷载
敏感结构，基本雪压 0.25kN/m2，基本风压

弯矩 81.36kNm,设计应力比结果分别如下：

0.6kN/m2，风荷载体型系数的选取考虑了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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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结构对缺陷不敏感；（4）两种分析

表 1：一阶弹性分析设计结果

均显示钢柱强度及稳定性满足要求。

Table 1: Design results of first-order elastic analysis
计算长度（y,z）

长细比(y,z)

受压稳定系数

应力比

(0.549L,0.7L)

（76，73）

（0.47，0.49）

0.770

(0.549L,1.0L)

（76，105）

（0.47，0.32）

1.078

假定材料为理想弹塑性。采用荷载增量弧长

(μcryL, μcrzL)

（21,17）

（0.92，0.95）

0.435

法计算得到的标准荷载组合（1.0 自重+1.0 恒

2.2.3 结构弹塑性极限承载力
同时考虑结构几何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

载+1.0 活载）下的非线性稳定极限承载能力

注：μcr 为通过弹性稳定理论计算出的计算长度系数，本工

为 4.78。塑性铰集中在大悬挑梁根部，受压

程该数值为（0.213,0.191），L 为钢柱长度 13.1m；y 为构件弱

柱及受拉柱开门洞一侧。结构失稳前部分构

轴，z 为构件强轴。

件进入了塑性，进行了内力重分布。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计算长度设计得出的
构件应力比差别非常大，在无明确规范指导
下构件计算长度的取值需慎重。采用弹性稳
定理论计算得到的有效长度系数弱轴为 0.213，
强轴为 0.191，该数据小于两端固定的有效长
度系数 0.5，说明环梁的环箍作用对钢柱侧向
支撑效果是很明显的。
2.2.2 钢柱直接分析设计
虽然该结构的二阶效应不明显，可采用

图 6 极限荷载时塑性铰分布图

一阶弹性分析，鉴于直接分析法可以不考虑

Fig.6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lastic hinges under ultimate

构件计算长度，本工程用直接分析法进行对

load

比设计。结构整体初始缺陷取值 H/250，H 为
柱高，施加在第一阶整体屈曲模态上。构件

悬挑梁端部的荷载位移曲线如图 5 所示，
极限荷载时悬挑端竖向变形达到了 1000mm，
变形显著，说明结构延性好，大变形能起到

综合缺陷代表值按标准中表格 5.2.2 中 c 类曲
线采用 L/300，并选取多个参数进行对比。以

明显的警示作用。

一阶弹性分析应力比 0.435 为对标，本工程钢
柱直接分析法设计参数及结果如下：
表 2：直接分析设计结果
Table 2: Direct analysis of design results
初始缺陷
（整体,局部）

设计内力（P,My,Mz）

应力比

相对偏
差

(H/250,L/300)

（3113，104,10.25）

0.428

1.61%

(H/250,L/250)

（3108，123.5,19.86）

0.449

-3.22%

(H/250,0)

（3112，90.7,13.67）

0.423

2.76%

(H/200,L/300)

（3121，114.53,16.74）

0.446

-2.53%

图 7 梁端荷载位移曲线 F-Uz

(0, L/300)

（3088，98,8.72）

0.418

-3.91%

Fig.7 Load-displacement curve of beam F-Uz

从本工程算例来看：（1）仅加结构整体

门洞侧受压柱柱顶的荷载位移曲线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在荷载系数约 3.83 及 4.78 左

初始缺陷和同时施加整体缺陷和构件缺陷的

右，曲线出现了明显的刚度突变，塑性发展

设计结果相对偏差均在可接受范围内，相对

过程明显。在荷载系数 3.83 的时候，门洞边

偏差小于 5%；（2）该结构可采用一阶弹性
分析也可采用直接分析，一阶弹性分析时需
通过弹性稳定理论计算构件的有效计算长度；

柱首先产生的塑性铰，结构整体刚度降低，
但荷载分配到临近的其它钢柱上，结构继续

注：相对偏差=（0.435-应力比）/0.435

承载；当荷载系数到达 4.78 的时候，临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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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侧钢柱均产生塑性铰，结构刚度急剧，
结构不适宜继续承载，达到承载能力极限。

图 10 加油站站房结构计算模型
Fig.10 Structure calculation model of gas station
图 8 柱顶荷载位移曲线 F-Ux
Fig.8 Load-displacement curve of column F-Ux

3
3.1

某加油站
工程概况
加油站分站房和罩棚两个独立的部分，

由于站房高度更高，支承钢柱稳定性问题更
明显，本文选取站房部分进行设计介绍。站

图 11 加油站站房结构剖面图(一)

房采用一体化弧形落地钢框架梁加钢结构支

Fig.11 Sectional drawing of gas station

承柱的结构型式。落地梁与基础采用铰接连
接，梁另一端铰接支承在直径仅 180mm 的钢
柱上，钢柱柱脚采用插入式刚接节点。结构
跨度 15.76m, 柱距 1.137m，结构高度为 7.5m，
钢梁端部最大悬挑长度为 1.4m。钢梁采用倒
三角形异型截面构件，主梁上翼缘宽度
1.137m，主梁高度 500mm，共计 10 榀主梁。
为减小主梁壁厚，减轻结构自重，主梁采用
Q235B 级钢材，钢柱采用 Q345B 级钢材。该

图 12 加油站站房结构剖面图（二）

结构类型独特，介于有侧移框架与无侧移框

Fig.12 Sectional drawing of gas station

架之间。结构横向水平力的传递依靠梁柱本
身的可靠连接传递，纵向构件与构件之间设
置顶部贴板及连接肋板，纵向水平力的传递

3.2

结构分析设计
除结构自重外，本工程考虑 0.6kN/m2 的

仅依靠主梁构件之间的构造连接传力，结构
纵向抗侧刚度较差，需特别注意结构整体的

附加恒载；0.5kN/m2 的活荷载；按风雪荷载
敏感结构，基本雪压 0.25kN/m2，基本风压

稳定性问题。

0.6kN/m2；温度采用升降温 35 度。
一阶弹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组合下，钢梁跨中竖向变形最大值为
14mm，满足挠跨比 [1/250]的要求；小震工况
下柱顶侧移最大值为 38mm，层间位移角为
[1/184]，该数值偏大，说明结构抗侧刚度较
小；在所有极限承载能力组合工况下按有侧
移框架设计该结构所有构件应力比均小于 0.9，

图 9 加油站建筑效果图

但钢柱构件长细比远超常规要求的 120。

Fig.9 Architectural rendering of gas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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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L,1.2L)
(1.1L,0.7L)
(1.0L,1.0L)

在典型工况组合 1.3 恒载+1.5 活载作用下，
结 构 第 一 阶 整体 弹 性 临界 屈 曲 荷 载 系数 为
7.51，结构为沿钢柱弱轴整体屈曲失稳。根据

（151，151）
（140，87）
（124，124）

（0.23，0.23）
（0.27，0.60）
（0.34，0.34）

0.289
0.223
0.167

73%
33%
-

注：相对偏差=（0.167-应力比）/0.167

分析结果显示钢柱应力比数值较小，但

标准，该类型结构二阶效应明显，宜采用二

长细比数值偏大，说明钢柱的稳定性问题相

阶 P-Δ弹性分析或采用直接分析法。

较于强度问题在本工程中更显著。按一阶弹
性分析设计需满足规范中对构件长细比限值
150 的要求，若按 2.0 的计算长度系数则长细
比远超规范，若按弹性稳定理论计算反推的
计算长度系数，则该钢柱仍能满足规范要求。
工程师在此时受到构件长细比取值的困扰，
所以标准也不推荐使用一阶弹性分析进行设
计。以二阶 P-Δ弹性分析钢柱长细比采用
图 13 第一阶整体屈曲模态

1.0L 时的设计应力比进行对标分析，相对偏

Fig.13 First-order global buckling mode

差值均较大，说明该类型结构使用一阶弹性
分析是不合适的。

本文针对该结构的细长支承钢柱进行构
件的分析设计。钢柱柱脚与基础刚接，柱顶

3.2.2 直接分析设计

通过销轴固定铰接于钢梁底部。本文采用一
阶弹性分析，二阶 P-Δ弹性分析和直接分析

采用直接分析法进行分析设计时，结构
整体初始缺陷选取规范规定的整体初始缺陷

设计法对该结构支承钢柱进行设计对比，判

代表值 H/250 及柱顶假想水平力 Hn（Hn 为

断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并最终通过考虑双非

0.5%重力荷载代表值）两种方法进行施加。

线性的弹塑性极限承载力判断结构的承载能

整体初始缺陷施加在第一阶整体屈曲特征值
模态上；假想水平力施加在柱的主轴和弱轴

力。

两个方向。构件综合缺陷代表值按标准表格
5.2.2 中 a 类曲线采用 L/400 并进行多参数对比

3.2.1 一阶弹性分析设计及二阶 P-Δ弹性分析
设计

计算。典型工况组合 1.3 恒载+1.5 活载作用下
本工程钢柱直接分析法设计参数及结果如下：

一阶弹性分析中，本工程根据钢柱支承
情况，选取 3 种计算长度进行设计。按规范中
有侧移框架柱横梁与钢柱铰接的边界形式选

表 4：直接分析设计结果

取钢柱强弱轴计算长度系数 2.0；按下端固定

Table 4: Direct analysis of design results

上端平移但不转动的钢柱[4]边界形式选取钢
柱长弱轴计算长度系数 1.2；采用弹性稳定理
论计算得出弱轴和强轴计算长度系数分别为
（1.1,0.7） 。 一 阶 弹 性 分 析 钢 柱 设 计 轴 力
75kN，设计强轴弯矩 8.25kNm，设计弱轴弯
矩 1.87kNm。二阶弹性分析整体初始缺陷取
值 H/250,钢柱设计轴力 75kN，设计强轴弯矩
9.12kNm，设计弱轴弯矩 2.23kNm。设计参数
及应力比结果如下：

（235，235）

（0.09，0.09）

应力
比
0.616

相对偏差

(H/250,L/400)

（75，3.32,9.27）

0.161

-3.59%

(H/250,L/200)

（75，4.18,10.63）

0.193

15.57%

(0, L/400)

（75，1.67,8.13）

0.11

-34.13%

(H/200, L/400)

（75，4.34,9.38）

0.188

12.57%

(Hn, L/400)

（75，3.91,9.19）

0.163

-2.40%

该结构对缺陷敏感，不同缺陷参数得到的应
力比差异较大；（2）特征值屈曲模态法和假

analysis design results
受压稳定系数

应力比

直接分析得到的内力结果比一阶分析大，
构件应力比更小。从相对偏差数据可知：（1）

Table 3: first-order elastic and second-order P-δ elastic
长细比(y,z)

设计内力
（P,My,Mz）

注：相对偏差=（0.167-应力比）/0.167

表 3：一阶弹性&二阶 P-Δ弹性分析设计结果

计算长度
（y,z）
(2.0L,2.0L)

初始缺陷
（整体,局部）

相对
偏差
269%

想力法的设计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
缺陷敏感结构有必要进行多种缺陷的包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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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3）按标准缺陷参数采用直接分析
法得到的应力比与二阶 P-Δ弹性分析设计的
相对偏差在 5%的可接受范围内；（4）直接
分析结果表明，构件的强度及稳定性均能满
足要求。
3.2.3 测试工况分析设计对比
本工程钢柱受力不大，设计结果比较一
直在构件的低应力区。为测试构件高应力区
的设计情况，测试工况在柱顶施加 100kN 的

图 15 荷载系数 6.0 时一阶弹性分析应力比分布图

标准轴向压力，计算钢柱的轴向承载力系数。

Fig.15 Distribution of stress ratio of first-order elastic

一阶弹性分析 Linear 构件长度系数采用弹性

analysis at load factor of 6.0

稳定理论计算反推的数值；直接分析整体缺
陷采用第一屈曲模态法 Nonlinear(EI)和柱顶假
想水平力法 Nonlinear(Hn)两种缺陷模式，构
件缺陷采用 L/400。从分析角度，比较三种方
法的柱脚反力及柱顶位移；从设计角度，比
较三种方法在不同荷载系数下的钢柱构件应
力比。

图 16 荷载系数 6.0 时直接分析 Nonlinear(Hn)应力比
分布图
Fig.16 Distribution of stress ratio of direct analysis
Nonlinear (Hn) at load factor of 6.0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一阶弹性分
析的柱脚反力和柱顶变形没有反应构件受力

图 14 不同分析方法荷载应力比曲线
Fig.14 Load-stress ratio curves of different analysis

的真实情况，不利于节点设计及构件变形控

methods

制；（2）非线性的两种分析方法结果吻合性
高，在荷载系数 6.1 附近均不再收敛，钢柱不
能继续承载，荷载应力比曲线呈现出明显的

表 5：测试工况分析设计结果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test condition analysis and

非线性；（3）在相同荷载系数下，线性分析
的应力比均大于非线性分析，在承载能力附

design results
分析方
法
一阶弹
性
直接分
析(EI)
直接分
析(Hn)

柱脚反力
（P,My,Mz）

计算长度
/初始缺陷

荷载
系数

水平
变形

应力
比

(600, 0.0, 0.0)

(1.1L,0.7L)

6.0

0

1.05

(638, 3.0, 13.5)

(H/250,L/400)

6.0

150

0.85

(650, 2.8, 25.9)

(Hn,L/400)

6.1

166

0.94

近应力比相近，钢柱承载能力线性与非线性
可对标，均在 600kN 左右；（4）弹性稳定理
论计算的构件长度系数进行线性分析得到的
内力设计结果不可取，但应力比设计结果算
是比较保守和安全的，对二阶效应敏感类结
构，需在变形控制及节点设计时采取一定的
放大系数。
从构件应力比分布图可以看出：线性分
析仅通过应力比突破判断构件承载能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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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结构中其它构件的受力情况及应力比

的受力性能，能同时满足建筑功能和结构安

结果；直接分析通过应力比及结构计算收敛

全要求。

程度共同反映构件层面及结构体系层面的承

（2）针对二阶效应不明显的结构，可采

载能力，结构中其它构件由于体系的变形继

用一阶弹性分析，也可采用直接分析法进行

而受力。直接分析的计算结果极有可能出现

分析设计，两种方法设计应力比结果相近。

构件应力比尚低但结构体系层面已无法继续

但一阶弹性分析的计算长度系数需采用弹性

承载的情况。

稳定理论计算。
（3）对于二阶效应明显，缺陷敏感结构，

3.2.4 弹塑性极限承载力

一阶弹性分析结果内力及变形数据偏小，不

采用荷载增量弧长法，标准荷载组合

利于节点设计及变形控制。如果采用了一阶

（1.0 恒载+1.0 活载）下考虑结构非线性及材

弹性分析，建议在变形控制及节点设计过程

料非线性的结构极限承载力系数为 3.77。极

中采用一定的放大系数。
（4）对于二阶效应明显的结构，推荐使

限荷载时，仅刚接柱脚底部出现塑性铰，但
由于结构体系的原因，内力无法进行重分配，

用直接分析法进行设计。直接分析可从构件
层面及结构层面共同反映结构真实受力性能，

塑性铰出现之后结构就达到极限承载能力。
柱顶荷载位移曲线未显示出明显的非线性，

可同时验证结构整体稳定和局部构件稳定，

结构体系没有明显塑性发展，柱顶水平位移

是一种适用范围更广、实用性更强的设计方。

约 370mm，层间位移角达到 H/19，结构变形
仍有一定程度的预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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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腐蚀影响的复合钢筋低周疲劳性能研究
华建民1 王 斐1 薛暄译1 * 黄乐鹏1 陈增顺1 范海峰1
（1.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重庆 400045）

摘要：双金属复合钢筋由不锈钢覆层和碳钢基材通过冶金结合形成，在控制不锈钢用量的基础上，显著提高了
筋材的耐腐蚀性能。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承受地震作用时，钢筋常受到低周疲劳荷载的影响。钢筋的低周疲劳
性能是影响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的重要因素。为了准确评价全寿命周期中复合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
通过试验研究腐蚀程度和疲劳应变幅对复合钢筋低周疲劳性能的影响规律。试验结果表明：腐蚀程度对复合
钢筋滞回曲线形态的影响较小。随着腐蚀程度和疲劳应变幅的增加，复合钢筋的疲劳寿命和总耗散能量密度
逐渐减小。腐蚀程度的增加直接降低了复合钢筋最大应力-加载圈数曲线的稳定阶段。相比于腐蚀程度，疲劳
应变幅对复合钢筋的低周疲劳性能的影响更加显著。基于试验结果，提出了量化腐蚀程度和疲劳应变幅影响
的预测公式。
关键词：低周疲劳；腐蚀；力学性能

EXPERIMENTA STUDY ON LOW-CYCL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CONSIDERING CORROSION EFFECT
J.M. Hua1

F. Wang1

X.Y. Xue1*

L.P. Huang1

Z.S. Chen1

H.F. Fan1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 The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 (SCBSB) is formed by metallurgical combination of
stainless steel cladding and carbon steel substrate. On the premise of less stainless steel, i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reinforcement. When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are subjected
to earthquake, the steel bar is often affected by low-cycle fatigue load. The low-cycl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steel bar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In order to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CBSB concrete
structures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the effects of corrosion degree and fatigue strain amplitude on the
low-cycl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SCBSBs were studied by experiment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osion degree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hysteresis curve of. With the increase of corrosion degree and
fatigue strain amplitude, the fatigue life and total dissipated energy density of SCBSBs decrease
gradually. The increase of corrosion degree directly reduces the stable stage of the maximum stressloading cycles curve of SCBSBs. Compared with the corrosion degree, the effect of fatigue strai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77808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1808071）
第一作者：华建民，男，1974 年出生，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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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薛暄译，男，1994 年出生，助理研究员，博士。
Email：xuexuany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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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itude on the low-cycl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SCBSBs is more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test
results, prediction formulas were proposed to quantify the influence of corrosion degree and fatigue
strain amplitude.
Keywords: low-cycle fatigue; corrosi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0

引

不锈钢钢筋。综上所述，复合钢筋具有良好的
耐久性和综合成本优势，在高腐蚀环境中建造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也使
海水海砂混凝土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
地震对建筑结构的使用性能有重大影响
[15]。现有研究表明，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
在地震期间承受低周疲劳荷载[16]。为了揭示钢
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能力，准确量化钢筋的低
周疲劳性能非常重要。目前，已有许多关于碳
钢钢筋低周疲劳性能的研究。Monti 和 Alam[17]
研究了高强钢筋在屈曲影响下的疲劳性能，确
定了长细比对高强钢筋疲劳性能的影响 。
Monti 和 Nuti[18]通过试验研究，提出了用于数
值分析的钢筋低周疲劳应力-应变模型。
Aldabagh 和 Tripathi 等人[19]研究和量化了 300E
级和 500E 级钢筋的低周疲劳性能。尽管对于
碳钢钢筋的疲劳性能已有大量研究，对复合钢
筋低周疲劳性能的研究还很有限。复合钢筋由
不锈钢覆层、冶金结合层和碳钢基材组成。与
普通的碳钢钢筋相比，复合钢筋的结构形式更
复杂，这种独特的双金属复合结构可能会影响
复合钢筋的低周疲劳性能。因此，研究复合钢
筋的低周疲劳性能非常重要，这也对评估复合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性能有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复合钢筋的耐腐蚀性明显高于
碳钢钢筋。但是当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环境
具有高度腐蚀性时，复合钢筋仍可能随服役时
间的增加而发生腐蚀。为了准确预测复合钢筋
-混凝土结构在全生命周期的服役性能，有必要
阐明腐蚀对复合钢筋各项力学性能的影响。许
多学者对腐蚀钢筋的单调和疲劳性能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Wu 等人[20]利用电化学加速腐蚀，
研究了 S23043 不锈钢钢筋在腐蚀后的拉伸性
能，并对碳钢和不锈钢钢筋腐蚀后的力学性能
进行了比较。
Apostolopoulos 和 Papadopoulos[21]
研究了腐蚀钢筋的疲劳性能，量化了腐蚀对
S400 钢筋低周疲劳性能的影响。Kashani 等人
[22] 提出了考虑非弹性屈曲和低周疲劳退化的

言

钢筋混凝土结构是现有房屋建筑和基础
设施工程的主要结构形式之一。在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全寿命期内，钢筋和混凝土材料的耐久
性问题成为影响其服役性能的关键因素，尤其
是钢筋的腐蚀[1]。一般来说，由于混凝土呈碱
性，在钢筋与其接触后会在表面形成一层致密
的钝化膜，钝化膜将钢筋与环境中的腐蚀因子
（如氯化物、水、氧气等）分隔开，避免了钢
筋发生腐蚀。但是，当受到环境中的二氧化碳
等酸性物质的长期侵蚀，混凝土的碱性逐渐降
低，最后导致钝化膜破坏进而产生钢筋腐蚀。
此外，氯离子对钢筋钝化膜也有很强的破坏性，
对于海港、跨海大桥和抛洒除冰盐的桥面，钢
筋的腐蚀问题更加恶化[2]。此外，作为混凝土
的重要原材料，淡水和河砂资源已经被大量消
耗。淡水和河砂的开采导致河岸环境恶化，引
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3]。目前，有研究人员认
为海水和海砂可替代淡水和河砂用于制备混
凝土[4-6]。但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海水和海砂中
氯离子含量较高，海水和海砂制备混凝土可能
导致严重的钢筋腐蚀问题[7]。腐蚀会减小钢筋
的横截面积从而降低钢筋的力学性能。腐蚀产
物的堆积使混凝土中出现裂缝，加上钢筋横截
面积的削弱，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性能也
受到影响。综上所述，钢筋的腐蚀问题对钢筋
混凝土结构的承载性能有显著的不利影响[8–10]。
为了满足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要求，
一种由不锈钢和碳钢组成的双金属复合钢筋
（以下简称：复合钢筋）吸引了研究人员的注
意[11-13]。复合钢筋由不锈钢作为覆层，碳钢作
为基材，通过热轧工艺在不锈钢覆层和碳钢基
材之间形成冶金结合层，以确保二者紧密结合。
不锈钢覆层的作用是将碳钢基材与外部环境
中隔开，以提高钢筋的耐腐蚀性能。因此，复
合钢筋的耐腐蚀性与不锈钢钢筋接近[14]。同时，
复合钢筋使用的不锈钢量远低于相同体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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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钢筋力学模型，该模型可被用于 OpenSees
软件中的构件模型计算。目前，关于腐蚀对复
合钢筋力学性能影响的研究很少。Hua 等人[11,
12]
通过实验研究，确定了腐蚀对复合钢筋单调
拉伸性能的影响，但还没有关于复合钢筋低周
疲劳性能的研究。为了准确评估复合钢筋-混凝
土结构在全寿命周期内的抗震性能，有必要针
对腐蚀对其低周疲劳性能的影响规律展开研
究。
本研究通过电流加速腐蚀试验得到了四
个腐蚀率的复合钢筋试样,并对腐蚀后的试样
进行了低周疲劳试验。基于试验结果，分析了
腐蚀后复合钢筋滞回曲线的变化，揭示了不同
腐蚀率和疲劳应变幅下复合钢筋的低周疲劳
性能演化规律。试验结论为量化复合钢筋-混凝
土结构在全生命周期内的抗震性能提供了支
撑。

1

图 1（b）。以上现象说明，覆层和基材在

大应变状态下，仍能保持协同变形，冶金结合
十分牢固。这也保证了在服役过程中，覆层不
会提前开裂，可以始终保护基材免受外界环境
侵蚀。

a

复合钢筋

b

1.1 构造形式
本研究采用的复合钢筋，其覆层为 S30408
不锈钢，基材为 HRB400 碳钢，二者通过冶金
结合实现连接。如 a——拉伸试验前；b——拉
伸试验后[12].
图 1（a）所示，钢筋直径为 18 mm，覆层
相对均匀地分布在碳钢基材表面，覆层的厚度
在 0.26~1.13 mm 之间，平均厚度为 0.61 mm。
不锈钢和碳钢之间紧密结合，冶金结合层没有
裂缝、缝隙或夹渣等缺陷。试样拉伸过程中，
覆层始终保持完整，没有裂纹出现。在试样断
裂时刻，发现覆层和基材几乎同时被拉断。拉
伸破坏后，发现试样的覆层和基材之间仍能维
持紧密结合,不发生脱离，
见 a——拉伸试验前；
[12]
b——拉伸试验后 .

a——拉伸试验前；b——拉伸试验后[12].
图 1 复合钢筋试样
Fig. 1. SCBSB specimens in this study

1.2 加工工艺
复合钢筋的生产流程如图 2 所示。在加工
之前，为了保证碳钢坯料和不锈钢坯料之间高
质量粘合，首先对碳钢基材进行表面处理，以
获得干净的界面。然后将碳钢包裹在不锈钢覆
层中，置入炉内加热。在 1150 ℃高温中恒温
180 分钟后，进行 16 道热轧，初始轧制温度和
最终轧制温度分别为 1100 ℃和 980 ℃。轧制
完成后，将复合钢筋置于空气中进行自然冷却。
为了减少应力集中，通常还需要在轧制后进行
热处理，并通过水冷提高其强度[23]。

图 2 复合钢筋的生产流程

[23]

Fig. 2. Schematic of SCBSB production [23].

486.2 MPa。 复合 钢筋 、HRB400 钢 筋 [24] 和
S30408 不锈钢[25]的力学性能对比，如图 3 所
示。复合钢筋和 HRB400 钢筋的应力应变曲线

1.3 力学性能
复合钢筋的弹性模量为 1.72 GPa，单调抗
拉强度 fu 和屈服强度 fy 分别为 652.5 MP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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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屈服平台。但 S30408 不锈钢在应力水平
相对较低时，就开始出现塑性应变。而且
S30408 不锈钢的应力-应变曲线中没有屈服平
台。可见，复合钢筋和 HBR400 钢筋具有相似
的非线性特性。

本研究采用电流加速腐蚀方法来获得不
同腐蚀率的复合钢筋试样。加速腐蚀试验需要
形成一个电流回路，由外部直流电源、阴极（碳
棒）、阳极（复合钢筋试样）、导线和电解质
溶液（5%NaCl 溶液）组成，如图 4 所示。加
速腐蚀过程中阳极的化学反应为 Fe-2e-=Fe2+，
阴极的化学反应为 2H2O+O2+4e-=4OH-。整个
回 路 的 总 化 学 反 应 为
2Fe+2H2O+O2=2Fe(OH)2。为了防止腐蚀导致
拉伸试验时在夹具边缘出现应力集中，需保证
腐蚀只发生在试验段。因此，加速腐蚀试验前
使用环氧树脂和电工胶带对复合钢筋试样的
非试验段进行包裹，使其不与电解质溶液接触
避免腐蚀发生。

图 3 不同种钢筋的力学性能
Fig.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steel bars.

2

加速腐蚀试验

2.1 试验设计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钢筋的腐蚀速度较慢，
往往长达几年到几十年。在实验室中通常使用
加速腐蚀试验方法来研究腐蚀钢筋的力学性
能。现有的加速实验方法主要有：盐雾加速腐
蚀、湿热环境加速腐蚀和电流加速腐蚀。盐雾
加速腐蚀采用人工气候老化的方法，通过模拟
海洋的湿度、温度、氯离子含量和周期节律等
对试件进行加速试验[26, 27]。盐雾腐蚀可以最大
限度的模拟试件所处的真实环境，但试验周期
较长，一般不少于 3 个月。湿热环境加速腐蚀
主要针对各种 FRP 筋，因为 FRP 筋的树脂基
底在高温环境下易发生降解[28, 29]。湿热环境方
法只对 FRP 筋有效，对于金属筋材的加速效果
并不理想。电流加速腐蚀方法利用电化学原理，
将直流电源、试件、辅助电极和电解质溶液通
过导线组成一个回路，通过调控电子的转移速
率来控制试件腐蚀的快慢[8, 30]。电流加速方法
可以较精确地控制回路电流。此外，通过法拉
第定律可以计算电流、时间和腐蚀率之间的关
系。相比环境加速腐蚀，电流加速腐蚀方法操
作更加方便，结果更加准确可控，已经被许多
研究人员用于碳钢、高强钢和不锈钢腐蚀后的
性能研究中[8][20][31]。

图 4 加速腐蚀试验回路
Fig. 4. Current loop of corrosion test.

选择试样的质量损失率来量化腐蚀率
ρ=(mo-mc)/m0，其中 m0 表示无腐蚀复合钢筋试
样试验段的原始质量，mc 表示腐蚀后复合钢筋
试样试验段的质量。腐蚀试验后，将试样上的
腐蚀产物完全清除并烘干后，使用高精度电子
天平进行测量。根据已有的实验研究[8, 32, 33]，
选定试样的腐蚀率为 0、2%、5%、8%和 12%。
腐蚀试验的持续时间根据法拉第定律确定。
2.2 实验结果
腐蚀试验的持续时间与腐蚀率 ρ 之间存
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具有不同腐蚀率的复合钢筋试样的腐蚀形态
特征如 a—ρ = 0; b—ρ = 2%; c—ρ = 5%; d—ρ = 8%;
e—ρ = 12%
图 6 所示。对于未腐蚀的复合钢筋试样，不

锈钢覆层没有明显的初始缺陷。当 ρ=0.0204 和
0.0481 时，复合钢筋试样表面出现密集的蚀坑。
由于腐蚀率相对较低，不锈钢覆层依旧保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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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验结果
通过疲劳试验获得了复合钢筋试样的滞
回曲线（见 a—ρ = 0; b—ρ = 2%; c—ρ = 5%; d—ρ =

整，碳钢基材没有暴

8%; e—ρ = 12%
图 7-a—ρ = 0; b—ρ = 2%; c—ρ = 5%; d—ρ = 8%;
e—ρ = 12%
图 9）。可以发现，腐蚀对复合钢筋试样的
滞回曲线形态几乎没有影响，均呈现饱满的梭
形。随着腐蚀率的增加，滞回曲线的峰值应力
逐渐减小。随着疲劳应变幅值的增加，复合钢
筋试件的塑性变形的比例增加，滞回曲线变得
更加饱满。为了量化试样在低周疲劳荷载下的
耗能能力，计算了试样各周期滞回曲线包络面
积的总和，即总能量密度。如表 1 所示，F-00.6-1 表示 ρ=0，ε=0.6 试验组的 1 号试件。试
验结果表明，腐蚀和应变幅值的提高减少了试
样的疲劳寿命，降低了试样在低周疲劳荷载下
的耗能能力。其中，疲劳应变幅值对试样的低
周疲劳性能的影响更大。

图 5 腐蚀试验的持续时间与腐蚀率 ρ 的关系
Fig. 5. Relation between duration of corrosion test and ρ.

露。随着腐蚀率的进一步增加，当 ρ=0.0815 时，
不锈钢覆层被蚀坑穿透，碳钢基材暴露在试样
表面的局部区域。当 ρ=0.1213 时，已经有大面
积的碳钢基材暴露。复合钢筋试样表面出现不
同大小和深度的蚀坑。

表 1 腐蚀后试样的低周疲劳性能
Table 1 Low cycle fatigue properties of corroded
specimens
试件编号

a

3

b

c

d

e

腐蚀率 ρ

疲劳寿命

总能量密度(MPa)

F-0-0.6-1

0

410

2288.12

F-0-0.6-2

0

387

2087.39

a—ρ = 0; b—ρ = 2%; c—ρ = 5%; d—ρ = 8%; e—ρ =

F-0-0.6-3

0

415

2121.27

12%

F-2-0.6-1

1.94%

355

1907.97

图 6 腐蚀后的复合钢筋试样的形态

F-2-0.6-2

2.04%

389

1979.95

Fig. 6. Morphologies of corroded SCBSB specimens

F-2-0.6-3

2.41%

374

1933.17

F-5-0.6-1

4.81%

342

1783.71

F-5-0.6-2

4.95%

354

1858.47

F-5-0.6-3

5.19%

310

1593.58

F-8-0.6-1

7.82%

276

1437.41

F-8-0.6-2

8.15%

317

1652.84

F-8-0.6-3

8.38%

236

1213.65

F-12-0.6-1

11.67%

259

1327.23

F-12-0.6-2

12.13%

212

1041.95

F-12-0.6-3

12.45%

232

1215.12

F-0-1.5-1

0

50

1097.47

F-0-1.5-2

0

42

832.05

F-0-1.5-3

0

44

885.25

F-2-1.5-1

1.94%

43

850.46

F-2-1.5-2

2.04%

42

830.33

F-2-1.5-3

2.41%

43

844.11

低周疲劳试验

3.1 试验设计
选择 MTS Landmark 370.50 测试系统进行
疲劳试验，研究在不同应变幅值下具有不同腐
蚀率的复合钢筋试样的低周疲劳性能。根据
Sheng and Gong[16]的研究，采用低周疲劳荷载
模拟地震作用。低周疲劳载荷的应变幅值确定
为 0.6%、1.5%和 2.4%。疲劳以三角形波形式
进行循环加载，频率为 0.5 Hz。每个疲劳应变
幅值和腐蚀率设置三个平行试样。当复合钢筋
试样发生断裂时，停止加载，记录加载圈数。
通过引伸计记录试样试验段的轴向变形，以得
到试件的滞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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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1.5-1

4.81%

36

701.08

F-2-2.4-1

1.94%

16

539.13

F-5-1.5-2

4.95%

41

775.14

F-2-2.4-2

2.04%

14

447.68

F-5-1.5-3

5.19%

37

721.38

试件编号

腐蚀率 ρ

疲劳寿命

F-8-1.5-1

7.82%

36

664.18

F-2-2.4-3

2.41%

17

523.10

试件编号

腐蚀率 ρ

疲劳寿命

F-5-2.4-1

4.81%

14

445.91

F-8-1.5-2

8.15%

39

733.72

F-5-2.4-2

4.95%

15

478.72

F-8-1.5-3

8.38%

35

651.11

F-5-2.4-3

5.19%

16

477.32

F-12-1.5-1

11.67%

33

622.13

F-8-2.4-1

7.82%

13

406.27

F-12-1.5-2

12.13%

37

672.76

F-8-2.4-2

8.15%

14

418.23

F-12-1.5-3

12.45%

34

620.58

F-8-2.4-3

8.38%

14

421.60

F-0-2.4-1

0

17

553.52

F-12-2.4-1

11.67%

13

383.65

F-0-2.4-2

0

18

588.65

F-12-2.4-2

12.13%

12

360.89

F-0-2.4-3

0

16

540.07

F-12-2.4-3

12.45%

13

359.74

a

总能量密度(MPa)

b

d

c

e
a—ρ = 0; b—ρ = 2%; c—ρ = 5%; d—ρ = 8%; e—ρ = 12%
图 7 应变幅值为 0.6%试件的滞回曲线

Fig. 7. Cyclic stress–strain curves of SCBSB specimens with ε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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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a—ρ = 0; b—ρ = 2%; c—ρ = 5%; d—ρ = 8%; e—ρ = 12%
图 8 应变幅值为 1.5%试件的滞回曲线
Fig. 8. Cyclic stress–strain curves of SCBSB specimens with ε = 1.5%

a

b

c

d

e

a—ρ = 0; b—ρ = 2%; c—ρ = 5%; d—ρ = 8%; e—ρ = 12%
图 9 应变幅值为 2.4%试件的滞回曲线
Fig. 9. Cyclic stress–strain curves of SCBSB specimens with ε = 2.4%

4

最大拉应力和最大压应力（以下简称：峰值应
力）的演变趋势基本相同。当应变幅值为 0.6%
时，在加载初期，随着加载圈数的增加，峰值
应力逐渐降低。之后曲线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
阶段。在此阶段，疲劳圈数对峰值应力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在最后的 50 个加载循环中，试
样的峰值应力大幅降低。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结果与分析

4.1 应力-应变特性
根据复合钢筋试样的滞回曲线，获得了最
大拉压应力和加载圈数之间的关系（见 a—ε =
0.6%; b—ε = 1.5%; c—ε = 2.4%.
图 10）。可以看到，随着加载圈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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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率的增加，上述峰值应力的稳定阶段逐渐
缩短。但腐蚀对峰值应力的初始和最终下降阶
段几乎没有影响。对于应变幅值为 1.5%和 2.4%
的复合钢筋试样，随着加载圈数的增加，峰值
应力逐渐下降。当加载圈数接近疲劳寿命时，
试样峰值应力的下降速率迅速增加。与应变幅
值 0.6%的试样相比，ε=1.5%和 2.4%的复合钢
筋试样的峰值应力曲线几乎没有稳定阶段。试
验结果表明，在疲劳加载过程中，不同腐蚀率
试样的峰值应力曲线基本平行。尽管腐蚀影响
疲劳寿命，但不同腐蚀率的复合钢筋试样的峰
值应力演化曲线形状基本相同，说明腐蚀对复
合钢筋试样的峰值应力退化趋势影响不大。图
11 显示了不同应变幅值加载时，复合钢筋试样
的峰值正应力和腐蚀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
腐蚀率和峰值应力之间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如
式（1）-（3）所示。腐蚀导致复合钢筋有效截
面的不均匀削弱，从而降低了其强度特性 [12]。
ε=0.6% σpeak=-348.8ρ+488.2 R2=0.958 (1)
ε=1.5% σpeak=-433.2ρ+553.4 R2=0.987 (2)
ε=2.4% σpeak=-473.9ρ+587.2 R2=0.978 (3)

c
a—ε = 0.6%; b—ε = 1.5%; c—ε = 2.4%.
图 10 峰值应力随加载圈数的变化
Fig. 10. Relation between maximum stress and subjected
cycles:

图 11 峰值正应力与腐蚀率的关系
Fig. 11. Relation between peak stress and corrosion
degree.

为了研究复合钢筋试样在低周疲劳载荷
下疲劳损伤累积规律，计算得到了不同腐蚀率
和疲劳应变幅值试样的塑性应变（见图 12）。
塑性应变是在试件拉伸和压缩过程中塑性应
变的总和。可以发现，随着疲劳应变幅值和腐
蚀率的增加，复合钢筋试样的塑性应变相应增
加。塑性应变的演化规律与峰值应力接近，当
应变幅值为 0.6%时，塑性应变演化曲线由稳定
阶段以及初始和最终的下降阶段组成。当应变
幅值增加为 1.5%和 2.4%后，稳定阶段消失。
说明在较低的应变幅值（ε=0.6%）加载过程中，
试件的疲劳损伤累积有稳定发展的过程，腐蚀
并不会影响这一稳定阶段。加载幅值较高时
（ε=0.6%），试件的疲劳损伤随加载圈数的增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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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逐渐加剧。试验结果表明，腐蚀率越高，每
个加载周期疲劳损伤累积越多。

变幅值对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的影响进行
了无量纲分析，将未腐蚀且具有不同应变幅值
的复合钢筋试样的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视
为无量纲分析的基准。腐蚀率和应变幅值对复
合钢筋试样的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的影响
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所示。
随着疲劳应变幅值的增加，复合钢筋试样
的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逐渐减少。当疲劳应
变幅值从 0.6%增加到 1.5%时，复合钢筋试样
的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明显降低。当腐蚀率
在 0%-5%之间时，腐蚀对不同应变幅值的复合
钢筋试样的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几乎没有
影响。腐蚀率为 0%-5%的复合钢筋试样的平均
值曲线基本一致。分析结果表明，疲劳应变幅
值对复合钢筋试样的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
的影响显著高于腐蚀率。

a

 0.05772  46.43  1216 
2

N  , , pre  RN N 0, ,mean 

   0.07183  48.52  1273 2 

N 0, ,mean

(4)

b

图 13 腐蚀率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Fig. 13. Effects of corrosion degree on cycles to failure.

c
a—ε = 0.6%; b—ε = 1.5%; c—ε = 2.4%
图 12 塑性应变随加载圈数的变化
Fig. 12. Plastic strain ranges of BSB specimens under
low-cycle fatigue loading

4.2 疲劳寿命预测
为了准确阐述腐蚀率和应变幅值对复合
钢筋低周疲劳性能的影响。本文对腐蚀率和应

图 14 腐蚀率对总能量密度的影响
Fig. 14. Effects of corrosion degree on total energy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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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密度的影响。

图 15 应变幅值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a

Fig. 15. Effects of strain amplitude on cycles to failure.

b
a—疲劳寿命；b—总能量密度
图 16 应变幅值对总能量密度的影响

图 17 预测模型验证

Fig. 16. Effects of strain amplitude on total energy

Fig. 17. Validation of proposed modes

density.

5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式（4）和（5）来量
化疲劳应变幅值和腐蚀率对复合钢筋试样的
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的影响，公式 R2 分别
为 0.84 和 0.86。RN 和 RE 分别表示疲劳寿命和
总能量密度的折减系数。Nρ，ε，pre 和 Eρ，ε，pre 表
示复合钢筋试样的预测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
度。N0，ε，mean 和 E0，ε，mean 表示未腐蚀复合钢筋
试样在应变幅值为 ε 时的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
度的平均值。将所提出的预测模型进行了验证
（如 a—疲劳寿命；b—总能量密度
图 17）。由于原始腐蚀率的离散性，间接导
致了试验结果的离散，进一步影响了预测模型
的精度。尽管预测模型和试验结果之间存在一
些误差，但其仍然可以有效地预测疲劳应变幅
值和腐蚀率对复合钢筋试样的疲劳寿命和总

结

论

试验研究了腐蚀率和疲劳应变幅值对复
合钢筋低周疲劳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
于评估复合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整个寿命周期
内的抗震性能。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碳钢和不锈钢在大应变时仍可以保
持良好的协同变形，不锈钢覆层不会出现开裂
或剥离。当 ρ=0.0204 和 0.0481 时，复合钢筋
试样表面出现密集的腐蚀坑。当 ρ=0.0815 时，
不锈钢覆层被蚀坑穿透，碳钢基材暴露在试样
表面。
（2）腐蚀对复合钢筋试样的滞回曲线形
态几乎没有影响。应变幅值决定了复合钢筋的
疲劳损伤累积，应变幅值越大，复合疲劳损伤
累积越多。同时，复合钢筋的滞回曲线越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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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率和疲劳应变幅值的增加降低了复合钢
筋试样的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
（3）对于疲劳应变幅值为 0.6%的复合钢
筋试样，随着腐蚀率的增加，峰值应力和塑性
应变曲线的稳定段逐渐缩短。对于疲劳应变幅
值分别为 1.5%和 2.4%的复合钢筋试样，峰值
应力和塑性应变曲线的稳定段消失。相同应变
幅值下，腐蚀率越高，每个加载周期疲劳损伤
累积越多。
（4）疲劳应变幅值对复合钢筋试样的疲
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的影响显著高于腐蚀率。
提出式（4）和（5）用于预测二者对复合钢筋
试样的疲劳寿命和总能量密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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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钢筋过火冷却后单调力学性能研究
薛暄译 1 王 斐 1 华建民 1* 黄乐鹏 1 王 能 2
（1.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重庆 400045； 2.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重庆 400045）

摘要：由不锈钢（覆层）和低碳钢（基材）通过冶金结合形成的复合钢筋具有优越的耐腐蚀性能和力学性能，适
用于在腐蚀环境中服役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火灾造成的高温对筋材力学性能产生持续影响。为了准确评估火灾后
复合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服役性能，通过试验研究不同受火温度和冷却方式对复合钢筋单调力学性能的影响。基于
试验结果，建立了复合钢筋高温后力学性能预测公式，分析了复合钢筋力学性能的演化规律。试验结果表明当过
火温度低于低碳钢奥氏体化的临界温度时，过火温度和冷却方式对基材金相组织的影响较小。当过火温度高于
700 ℃时，粒状珠光体和条状马氏体分别在空气冷却和浸水冷却的复合钢筋基材中形成。粒状珠光体的形成降低
了复合钢筋强度性能，改善了延性性能。条状马氏体的形成提高了复合钢筋的力学性能，导致应力应变曲线中屈
服平台消失，显著降低复合钢筋延性性能。
关键词：复合钢筋；高温；力学性能；金相组织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EXPOSED TO ELEVATED
TEMPERATURES
X.Y. Xue1 F. Wang1 J.M. Hua1* L.P. Huang1 N. Wang2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real estat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 The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 (SCBSB) formed by metallurgical combination of
stainless steel (cladding) and low carbon steel (substrate) has superior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is suitable for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serving in corrosive environment.
The elevated temperature caused by fire has a continuous impac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eel
bars. In order to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SCBSB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after fi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levated temperatures and cooling method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CBSBs are studied. Based on the test results, the prediction modes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CBSBs after elevated temperature is established, and the evolution law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CBSBs was analyz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elevated temperature is lower
than the critical temperature of austenitization of low carbon steel, the elevated temperature and cooling
mode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of the substrate. When the elevated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700 ℃, granular pearlite and strip martensite are formed in air-cooling and water-cooling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77808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1808071）
第一作者：薛暄译，男，1994 年出生，助理研究员，博士。
Email：xuexuanyi@126.com
通信作者：华建民，男，1974 年出生，教授，博士。
Email：hjm19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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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mens’ substrates, respectively. The formation of granular pearlite reduces the strength and improves
the ductility of SCBSBs. The formation of strip martensite improves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CBSBs, leads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yield platform in stress-strain curve,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ductility of SCBSBs.
Keywords: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elevated temperatures; mechanical properties;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0

引

式。上述火灾后钢筋力学性能的变化影响着结
构的使用性能。如前所述，复合钢筋在钢筋混
凝土结构中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但目前针对
复合钢筋的研究非常有限，复合钢筋高温后性
能的研究仍是空白。火灾后不锈钢覆层与碳钢
基材是否仍能保持良好的协同工作性能还无
法考证，因此了解与掌握复合钢筋火灾后的性
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研究中，使用控温电炉来进行加热。
在复合钢筋经历于不同的高温后，使用两种不
同的冷却方式进行降温，之后通过拉伸试验研
究复合钢筋力学性能的变化。试验研究了复合
钢筋试件在不同温度和不同冷却方式下的力
学性能。基于试验结果，建立了高温后复合钢
筋力学性能预测公式，以确定高温和冷却方式
对复合钢筋力学性能的影响。最后通过金相组
织分析，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复合钢筋力学性能
变化的机理。本研究可为火灾后复合钢筋混凝
土结构的性能评估和加固设计提供参考。

言

钢筋在混凝土内部的碱性环境中会形成
致密的氧化膜，氧化膜的存在使钢筋中的铁与
环境中的腐蚀因子分隔，从而避免了钢筋发生
腐蚀。然而，空气中二氧化碳、酸雨等酸性物
质的侵入，使得混凝土的 pH 值降低，即混凝
土发生碳化[1]。当 pH 值达到临界状态，原本
钢筋表面致密的氧化膜就会分解。Sieber 等人
[2]使用电化学方法对低碳钢在饱和氢氧化钙溶
液中去钝化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溶液中[Cl-]和
[OH-]的比值达到 0.6 时，钝化膜会被破坏。随
后，铁与腐蚀性物质会直接接触，钢筋发生腐
蚀，从而严重影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钢筋的腐蚀直接削弱其有效截面面积，导致承
载能力的降低[3, 4]。而且由于腐蚀的不均匀性，
钢筋在受力过程中会出现应力集中，从而加速
损伤[5]。此外，腐蚀产物在混凝土和钢筋之间
的堆积会导致混凝土保护层开裂并加速钢筋
混凝土结构服役的性能恶化[7,8]。可见钢筋的腐
蚀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服役性能有显著影响。
使用高耐久性的钢筋将大大提高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性能。随着冶金工艺的不断提升，一种
由不锈钢覆层和碳钢基材组成的不锈钢-碳钢
双金属复合钢筋（以下简称：复合钢筋）得以
量产，这种复合钢筋在兼具不锈钢优良耐久性
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具有良好的工程应用
前景[8, 9]。
火灾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常见灾害之
一。火灾引起的高温对钢筋的力学性能具有不
可逆的影响[10–13]。一些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全面
的研究[14, 15]。Zhong 等人[10]讨论了加热和冷却
过程对钢筋的影响。基于对 S220 和 S420 钢筋
的试验研究，Topcu 等人[14]揭示了受火温度与
力学性能的关系。Raj 等人[15]的实验研究则阐
明了受火温度对钢筋内部微观结构的影响，并
提出了屈服强度、极限强度和伸长率的预测公

1

试件设计

本研究中使用的复合钢筋试件由覆层
(S30408 不锈钢)和基材(HRB400 碳钢)组成。
如图 1 所示，不锈钢覆层包裹在碳钢外侧保护
其免受腐蚀，因此复合钢筋的耐久性能远优于
普通碳钢钢筋。采用金相显微镜研究了复合钢
筋的微观结构，发现不锈钢覆层与碳钢芯筋之
间存在良好且完整的冶金结合层。考虑到不锈
钢覆层的影响，试件直接从公称直径为 25 mm
的原状复合钢筋上切割。试件的长度为 400
mm，不锈钢覆层的平均厚度约为 3 mm，没有
进行其他的机械加工处理。因此，试验结果反
映了复合钢筋试件火灾后的真实性能。每个温
度梯度和冷却方式设置 3 个平行试件，共计 45
个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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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冷却方式:空气冷却(CIA)和
浸水冷却(CIW)。空气冷却时，将复合钢筋试
件从炉中取出，放置在地面上，在环境条件下
自然冷却。浸水冷却是在加热结束后，将复合
钢筋试件从电炉中迅速取出，放入水中进行冷
却，如 a—空气冷却；b—浸水冷却
图 4 所示。

图 1 复合钢筋的结构形式
Fig. 1 Structural form of the SCBSB specimen.

2

热处理与冷却方法

如图 2 所示，选择温控电炉(MXQ1400-30)
将复合钢筋试件加热至预定温度。加热过程
中，温度误差控制在±5 ℃以内。为了全面研究
复合钢筋试件火灾后的力学性能，本实验选取
了 8 个不同的温度梯度:室温(20 ℃)、300 ℃、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
如图 2 所示，用电炉将试件从室温加热到预定
温度。升温速率维持在 15 ℃/min。达到预订温
度后，恒温 20 分钟以保证试件

a

b

a—空气冷却；b—浸水冷却
图 4 冷却方式
Fig. 4. Cooling method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3

单调拉伸试验设计

通过单调拉伸试验研究了复合钢筋试件
在经历高温和冷却的力学性能，如图 5 所示。
试验依据规范 GB/T 228.1-2010 [16]进行设计。

图 2 温控电炉
Fig. 2. Temperature-controlled electric furnace.

图 5 高温后复合钢筋单调拉伸试验
图 3 热处理与冷却中的温度-时间关系

Fig. 5. Tensile coupon test of SCBSB specimen after

Fig. 3. Temperature–time curve between heat treatment

exposed elevated temperature.

and cooling process.

在试验过程中，底部夹具固定，通过顶部
夹具对试件施加竖向拉伸荷载。在弹性阶段，
加载速率设定为 1 mm/min。当试件进入塑性

内温度分布均匀，升温过程如图 3。为了
模拟实际火灾中可能出现的冷却条件，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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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加载速率改变为 5 mm/min。在试验过
程中，利用量程 100 mm 的引伸计记录试件的
变形过程。当荷载-位移曲线出现下降段时，将
引伸计取下以避免损坏。拉伸断裂后，用游标
卡尺测定计算试件的伸长率 δ。

4

4.2 应力应变关系
高温后复合钢筋试件的应力-应变曲线如
图 8 和图 9 所示。
对于水冷后的复合钢筋试件，
当受火温度为 20~600 ℃时，应力-应变曲线中
有明显的屈服平台。受火温度达到 700 ℃时，
弹性段后出现明显的应变强化。在经历 800 °C
和 900 °C 高温后，屈服平台消失。这是由于钢
材经历了高温和快速冷却，试件内部组织产生
相变，位错密度增加。而大的位错密度又会使
位错塞积，阻碍位错运动，致使屈服平台消失。
与浸水冷却不同，空气冷却的复合钢筋试件，
在经历不同的高温后，应力-应变曲线中始终存
在屈服平台，没有明显差异。

试验结果与分析

4.1 表观形态
加热和冷却处理后，观察复合钢筋试件在
高温和不同冷却方式后的表观特征，发现试件
横截面上的覆层与基材的表观差异更加明显，
如图 6 和图 7 所示。高温后，复合钢筋试件的
表观颜色加深。但不同温度和不同方式冷却的
复合钢筋试件在外观特征上的差异很小，可以
忽略不计。因此，基于试件的外观特征难以判
断火灾的严重程度。此外，尽管不锈钢和碳钢
的线膨胀系数存在差异，但在加热和冷却后，
复合钢筋试件的覆层与基材没有发生分离，覆
层也没有观察到裂纹。以上表观形态说明火灾
后不锈钢覆层仍能保持完好，不锈钢覆层依旧
可以有效地保护碳钢基材免受腐蚀。因此，高
温和冷却方式对复合钢筋耐久性能的影响可
以忽略不计。

图 8 高温后浸水冷却复合钢筋试件的应力-应变曲线
Fig. 8. Stress–strain curves of SCBSB specimens with
exposure to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CIW.

图 6 空气冷却试件的表观特征
Fig. 6.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of SCBSB specimens with
CIA.

图 9 高温后空气冷却复合钢筋试件的应力-应变曲线
Fig. 9. Stress–strain curves of SCBSB specimens with
exposure to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CIA.

高温后复合钢筋试件的关键力学性能指
标，如表 1 和表 2 所示。其中，对于经历 800 ℃
和 900 ℃高温且浸水冷却的试件，由于其应力
-应变曲线中没有明显的屈服点，故选择 0.2%

图 7 浸水冷却试件的表观特征
Fig. 7.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of SCBSB specimens with
C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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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应变对应的应力作为其屈服强度 fy。表中，
W/A-300 表示受火温度为 300 °C，冷却方式为
浸水冷却或空气冷却。选择无量纲系数 fyT/fy20
进行无量纲分析，其中 fyT 表示试件在 T °C 条
件下的屈服强度。无量纲系数 fuT/fu20、εyT/εy20、
εuT/εu20 和 δT/δ20 的定义与 fyT/fy20 相似。浸水冷
却和空气冷却的复合钢筋试件 fyT/fy20 的试验结
果如图 10 和图 11 所示。对于浸水冷却的复合
钢筋试件，300 ℃和 400 ℃高温后，其 fyT/fy20
的变化较小。当温度为 400~600 ℃时，fyT/fy20
有所增加。当温度在 600~800 ℃时，fyT/fy20 略
微下降。与受火温度为 800 °C 的试件相比，
900°C 的试件的 fyT/fy20 显著增加。对于空气冷
却的复合钢筋试件，当受火温度为 300~800 ℃
时，fyT/fy20 逐渐降低。但在 900 °C 时 fyT/fy20 有
所增加，这与浸水冷却的试件相似。对于高温
后浸水冷却和空气冷却的试件，fuT/fu20 的变化
趋势都与 fyT/fy20 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经历
900 °C 高温且浸水冷却后的试件 fuT/fu20 的增幅
大于 fyT/fy20，而空气冷却后的试件 fuT/fu20 的增
幅小于 fyT/fy20。
对于空气冷却后的试件，当受火温度低于
600 ℃时，热处理对 εyT/εy20 的影响相对较小。
当受火温度从 600 ℃升高到 900 ℃时，空气冷
却试件的 εyT/εy20 值下降。同样，对于浸水冷却
后的试件，低于 600 ℃的受火温度对 εyT/εy20
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当温度从 600 ℃升高到
900 ℃时，浸水冷却后的试件的 εyT/εy20 明显增
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800 ℃和 900 ℃浸水
冷却试件的应力-应变曲线中没有明显的屈服
点，因此将 0.2%残余应变对应的应变视为
800 ℃和 900 ℃浸水冷却试件的屈服应变 εy。
εyT/εy20 在 700 ℃至 800 ℃时显著升高。对于空
气冷却后的试件，受火温度低于 400 ℃时，
εuT/εu20 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当温度从 400 ℃
升高到 900 ℃时，εuT/εu20 略有增加。浸水冷却
后，当受火温度低于 500 ℃时，εuT/εu20 的变化
相对较小。超过 500 ℃后，εuT/εu20 随温度升高
而降低，尤其在受火温度为 700~900 ℃时降低
显著。如图 8 所示，当受火温度较高(800 ℃和
900 ℃)时，试件的延性显著降低。空气冷却后
δT/δ20 随温度升高略有升高，但浸水冷却后，
δT/δ20 随温度升高而显著降低。

表1

空气冷却后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力学性能特征值

Table 1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ainless steel composite reinforcement after air
cooling
εy

εu

δ (%)

658.1

0.1650

30.1

0.0027

636.7

0.1590

32.3

474.9

0.0028

650.4

0.1633

31.6

480.6

0.0029

658.8

0.1387

30.8

A-300-2

453.2

0.0026

633.1

0.1779

33.1

A-300-3

479.6

0.0030

659.9

0.1806

33.1

A-400-1

489.3

0.0033

663.1

0.1508

35.4

A-400-2

456.7

0.0024

638.8

0.1774

35.4

A-400-3

449.7

0.0023

629.0

0.1711

33.8

A-500-1

463.2

0.0025

643.1

0.1745

36.2

A-500-2

472.3

0.0029

651.9

0.1771

33.1

A-500-3

464.1

0.0028

633.8

0.1790

33.8

A-600-1

456.2

0.0026

632.3

0.1724

34.6

A-600-2

453.7

0.0027

629.4

0.1899

33.1

A-600-3

474.6

0.0031

646.8

0.1941

33.1

A-700-1

427.4

0.0026

599.8

0.1756

34.6

A-700-2

444.2

0.0026

615.0

0.1906

34.6

A-700-3

447.4

0.0025

622.6

0.1726

33.1

A-800-1

384.1

0.0025

586.3

0.1942

38.5

A-800-2

397.1

0.0025

602.2

0.2331

40.0

A-800-3

402.4

0.0028

589.3

0.1953

33.8

A-900-1

429.6

0.0025

601.9

0.1998

36.2

A-900-2

434.2

0.0022

607.5

0.2111

36.9

A-900-3

425.6

0.0023

601.0

0.2136

37.7

Number

fy (MPa)

A-20-1

481.2

0.0028

A-20-2

461.3

A-20-3
A-300-1

fu (MPa)

表 2 浸水冷却后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力学性能特征值
Table 2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ainless steel composite reinforcement after immersion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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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y

εu

δ (%)

658.1

0.1650

30.1

0.0027

636.7

0.1590

32.3

474.9

0.0028

650.4

0.1633

31.6

W-300-1

472.6

0.0029

648.2

0.1749

34.6

W-300-2

482.1

0.0028

655.5

0.1665

33.8

W-300-3

465.2

0.0025

635.6

0.1653

35.4

W-400-1

468.7

0.0026

639.0

0.1624

34.6

W-400-2

479.8

0.0026

651.0

0.1705

33.8

Number

fy (MPa)

W-20-1

481.2

0.0028

W-20-2

461.3

W-20-3

fu (MPa)

薛暄译等

W-400-3

454.1

0.0025

625.5

0.1671

35.4

W-500-1

489.9

0.0028

656.3

0.1716

33.1

W-500-2

493.6

0.0026

660.1

0.1578

36.2

W-500-3

473.5

0.0027

638.8

0.1754

34.6

W-600-1

498.1

0.0026

664.5

0.1701

33.8

W-600-2

489.3

0.0027

657.0

0.1575

32.3

W-600-3

483.2

0.0027

655.0

0.1585

30.0

W-700-1

457.5

0.0027

617.1

0.1421

28.5

W-700-2

459.1

0.0029

629.8

0.1329

29.2

W-700-3

457.3

0.0031

632.3

0.1469

29.2

W-800-1

467.2

0.0049

625.7

0.1053

21.5

W-800-2

401.9

0.0045

610.7

0.0802

20.0

W-800-3

469.4

0.0049

624.1

0.1019

20.0

W-900-1

485.8

0.0047

773.5

0.0208

6.9

W-900-2

577.4

0.0052

846.6

0.0135

7.7

W-900-3

568.3

0.0051

896.1

0.0173

7.7

复合钢筋力学性能的影响，根据 4.2 节的实验
结果进行多项式拟合，得到了两种冷却方式
下，复合钢筋随受火温度变化的力学性能预测
模型，如式(1)-(10)。式中，自变量 T 的单位
为°C。对于 fyT 和 fuT，如式所示(1)、(2)、(6)
和(7)所示，采用分段函数来准确预测火灾后复
合钢筋的强度特性。为了评估预测模型的准确
性 ， 将 试 验 结 果 和 使 用 方 程 (1)–(5) 和 方 程
(6)–(10)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如图 12 和图 13
所示)。从对比中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预测模
型可以准确地确定高温和冷却方式对复合钢
筋力学性能的影响。这些预测模型可对火灾后
复合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剩余承载力评估提供
参考。

图
12 浸水冷却复合钢筋试件受火温度与力学性能的关系
图 10 高温后浸水冷却复合钢筋试件的无量纲系数

Fig. 12.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vated temperatures and

Fig. 10. Dimensionless coefficient of SCBSB specimens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CBSB specimens experiencing

with CIW.

elevated temperatures with CIW.

图 11 高温后空气冷却复合钢筋试件的无量纲系数
Fig. 11. Dimensionless coefficient of SCBSB specimens

图 13 空气冷却复合钢筋试件受火温度与力学性能的

with CIA.

关系
Fig. 13.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vated temperatures and

4.3 预测模型
为了准确地描述受火温度和冷却方式对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CBSB specimens experiencing
elevated temperatures with 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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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W


(9.878 10−1 +6.649 10−5T ) f y 20
f yT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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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20

 u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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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W

T = (1.007 − 2.609 10−4T + 2.979 10−6T 2 − 4.028 10−9T 3 )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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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 3.436 10−5T ) f y 20
f yT = 
−3
−6 2
(2.799 − 4.853 10 T +3.045 10 T ) f 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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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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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 3.254 10−5 T ) fu 20
fuT = 
−3
−6 2
(1.946 − 2.544 10 T + 1.57110 T ) fu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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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C  T  900 C

(7)

CIA

 yT = (1.010 − 3.692 10−4T +1.167 10−6T 2 − 1.087 10−9T 3 ) y 20

(8)

CIA

 uT = (1.003 − 1.608 10−4T + 6.897 10−7T 2 − 1.689 10−10T 3 ) u 20

(9)

CIA

T = (9.89110−1 + 4.29110−4T − 7.820 10−7T 2 + 6.183 10−10T 3 ) 20

(10)

图 15（a）A 和（a）B 所示。片状珠光体是
铁素体和渗碳体的混合物（a—20 °C; b—300 °C; c

4.4 金相组织
钢筋和结构钢的力学性能取决于其微观组
织。对于火灾后的钢筋和结构钢，其微观组织受
高温和冷却方式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进而导致了
力学性能变化。为了确定高温对复合钢筋试件力
学性能的影响机理，采用金相显微镜获取了试件
的显微金相组织。如前所述，复合钢筋由不锈钢
覆层、碳钢基材和冶金结合层组成。如图 14 所
示，选择 A、B、C 和 D 为特征点来研究双金属
钢筋的金相组织。A 点位于双金属钢筋横截面的
中心。点 A 和 B 之间的距离为 0.25ds，其中 ds
表示基材的直径。C 点位于不锈钢覆层和碳钢基
材的交界处。D 点位于不锈钢覆层的中心。
对于没有经过高温处理和冷却的复合钢筋，
A 和 B 点的金相组织主要由片状珠光体和铁素
体组成，如 a—20 °C; b—300 °C; c—400 °C; d—

—400 °C; d—500 °C; e—600 °C; f—700 °C; g—800 °C; h
—900 °C
图 15(a)中的黑色颗粒）。a—20 °C; b—300 °C;
c—400 °C; d—500 °C; e—600 °C; f—700 °C; g—800 °C;
h—900 °C
图 15(a)中的白色颗粒代表铁素体。片状珠光

体的力学性能介于铁素体和渗碳体之间，其强度
和硬度高于铁素体，但铁素体的塑性和韧性高于
片状珠光体。由于复合钢筋生产过程中淬火的影
响，A 点的片状珠光体和铁素体的尺寸明显大于
B 点。因为碳钢在 A 点的冷却速率较 B 点低，
导致 A 点和 B 点的显微组织存在差异。在 C 点
（不锈钢覆层和碳钢基材的交界处），碳钢基材
的金相组织仍由片状珠光体和铁素体组成。位置
越靠近不锈钢覆层，碳钢基材中片状珠光体的含

500 °C; e—600 °C; f—700 °C; g—800 °C; h—9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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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越低（a—20 °C; b—300 °C; c—400 °C; d—500 °C; e

和奥氏体组成。由于奥氏体中有许多未溶解的碳
化物或富碳区，导致碳钢基材中形成了粒状珠光
体。与片状珠光体相比，粒状珠光体的强度和硬
度较低，但塑性较好，粒状珠光体的形成可能是
800 ℃时试件延性提高的主要原因。当温度为
900 ℃时，碳钢基材的奥氏体化程度进一步提
高。此外，基材的金相组织变得更细密化，同时
也存在粒状珠光体。根据 C 点金相组织观察结
果，高温处理后经空气冷却的复合钢筋试件的不
锈钢覆层和碳钢基材连接部位没有明显的分离
或开裂。当受火温度不高于 700 ℃时，C 点碳钢
基材的金相组织没有相变，仍由片状珠光体和铁
素体组成。当受火温度为高于奥氏体转变温度的
800 ℃和 900 ℃时发生相变，在 C 点的碳钢基材
中观察到粒状珠光体。需要注意的是，当受火温
度为 800 ℃时，在 C 点的不锈钢覆层边界处观
察到明显的黑色物质聚集。这些黑色物质可能是
高温下碳的重新分布而积累的渗碳体。高温处理
后，D 点金相图像中锈斑面积增大，这可能是受
火温度对不锈钢耐腐蚀性能的影响所致[17]。

—600 °C; f—700 °C; g—800 °C; h—900 °C
图 15(a)C。在不锈钢覆层附近 20μm 范围内

时，碳钢基材的片状珠光体消失，金相组织由铁
素体组成。
对于空气冷却的复合钢筋试件，A 点和 B
点的金相组织由片状珠光体和铁素体组成。当过
火温度在 700 °C 及以下时，由于温度低于奥氏
体的相变温度，碳钢基材的金相组织不会发生相
变。随着受火温度的提高，A 点和 B 点的晶粒
尺寸逐渐增加。由于 A 点的冷却速率低于 B 点，
导致 A 点的晶粒尺寸大于 B 点。如 a—20 °C; b
—300 °C; c—400 °C; d—500 °C; e—600 °C; f—700 °C; g
—800 °C; h—900 °C
图 15（g）A 和（g）B 所示，当受火温度为

800 ℃和 900 ℃时，碳钢基材的金相组织发生明
显变化，金相组织中出现零星分布的粒状珠光
体。奥氏体的形成温度为 727 ℃。当复合钢筋试
件在 700 ℃及更低的温度时，碳钢基材中没有奥
氏体形成。当温度达到 800 ℃时，一部分铁素体
向奥氏体的转变，碳钢基材的金相组织由铁素体

图 14 显微组织观察特征位置
Fig. 14. Measuring points for investigation of microstructure.

a—A

a—B

a—C

a—D

b—A

b—B

b—C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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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c—B

c—C

c—D

d—A

d—B

d—C

d—D

e—A

e—B

e—C

e—D

f—A

f—B

f—C

f—D

g—A

g—B

g—C

g—D

h—A

h—B

h—C

h—D

a—20 °C; b—300 °C; c—400 °C; d—500 °C; e—600 °C; f—700 °C; g—800 °C; h—900 °C
图 15 高温后空气冷却试件的金相组织
Fig. 15.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of BSB specimens after exposure to different elevated temperatures with CIA.
图 16 所示。当受火温度低于 700 ℃时，没有

浸水冷却的复合钢筋试件的冷却速率高于
空气冷却，这也导致了二者金相组织的差异。高
温后，浸水冷却试件的金相组织如 a—20 °C;

相变发生。因此，浸水冷却的复合钢筋试件的 A
点和 B 点的金相组织仍然由片状珠光体和铁素
体组成。与空气冷却的金相组织类似，A 点的晶
粒尺寸大于 B 点的晶粒尺寸。当受火温度为

b—300 °C; c—400 °C; d—500 °C; e—600 °C; f—700 °C;
g—800 °C; h—9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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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时，在复合钢筋试件的碳钢基材中生成了
奥氏体。浸水冷却时，奥氏体迅速冷却，生成条
状马氏体。需要注意的是，当受火温度为 800 ℃
时，碳钢基材中只有部分铁素体转变为奥氏体。
因此，800 ℃的浸水冷却试件的碳钢基材金相组
织由片状珠光体、铁素体和条状马氏体组成。在
受火温度为 800 ℃的试件的 C 点，碳钢基材上
的片状珠光体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在远离冶金结
合层的一侧，由于相变形成了少量的粒状珠光
体。此外，800 ℃浸水冷却和空气冷却相似，都
在覆层处发现渗碳体积累。经 900 ℃热处理后，
碳钢基材的奥氏体化程度比 800 ℃更高。浸水冷

却后，碳钢基材的金相组织主要由条状马氏体组
成。条状马氏体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但塑性
和韧性很差。在 a—20 °C; b—300 °C; c—400 °C;
d—500 °C; e—600 °C; f—700 °C; g—800 °C; h—900 °C
图 16（h）C 中可以观察到 900 °C 的浸水冷

却时，在冶金结合层附近的碳钢基材上形成了魏
氏铁素体，分布厚度约为 70 μm。这种由于快速
冷却形成的魏氏铁素体使得碳钢的塑性和韧性
显著降低。条状马氏体和魏氏铁素体的形成，可
能是受火温度较高时（800 ℃和 900 ℃）浸水冷
却的复合钢筋试件强度提高但塑性降低的主要
原因。

a—A

a—B

a—C

a—D

b—A

b—B

b—C

b—D

c—A

c—B

c—C

c—D

d—A

d—B

d—C

d—D

e—A

e—B

e—C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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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f—B

f—C

f—D

g—A

g—B

g—C

g—D

h—A

h—B

h—C

h—D

a—20 °C; b—300 °C; c—400 °C; d—500 °C; e—600 °C; f—700 °C; g—800 °C; h—900 °C
图 16 高温后浸水冷却试件的金相组织
Fig. 16.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of BSB specimens after exposure to different elevated temperatures with CIW.

5

结

论

合钢筋力学性能的影响。
（4）对于没有经过加热和冷却的复合钢筋，
特征点 A 和 B 处的金相组织主要由片状珠光体
和铁素体组成。高温处理后，金相组织发生变化。
当受火温度为 800 ℃和 900 ℃时，采用空气冷却
的复合钢筋试件的碳钢基材中形成了粒状珠光
体。粒状珠光体的形成降低了复合钢筋强度性
能，改善了延性性能。受火温度为 900 ℃的浸水
冷却试件中碳钢基材的金相组织主要由条状马
氏体组成。条状马氏体的形成提高了复合钢筋的
力学性能，导致应力应变曲线中屈服平台消失，
显著降低复合钢筋延性性能。

本文对高温后空气冷却和浸水冷却的复合
钢筋的力学性能进行试验研究，为火灾后复合钢
筋-混凝土结构的承载性能评估提供试验依据，
主要结论如下：
（1）在加热和冷却后复合钢筋试件的覆层
(不锈钢)与基材(碳钢)的表观差异变得更加明
显。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离，覆层也没有出现
裂纹。火灾后，不锈钢覆层仍能保护碳钢基材不
被腐蚀。
（2）通过拉伸实验，采集了复合钢筋试件
在高温后两种冷却方法下的应力-应变曲线。当
受火温度为 800 ℃和 900 ℃时，浸水冷却试件的
应力-应变曲线屈服平台消失。对于空气冷却的
试件和其他温度浸水冷却的试件，应力-应变曲
线中都存在明显的屈服平台。
（3）选取了 fyT/fy20、fuT/fu20、εyT/εy20、εuT/εu20
和 δT/δ20 四种无量纲系数，研究了受火温度和冷
却方式对复合钢筋试件力学性能的影响。当受火
温度低于 600 ℃时，高温对复合钢筋的影响相对
较小。然而，当温度高于 600 ℃时，这些对
SCBSB 的影响则不容忽视。基于实验数据，建
立了预测方程来确定受火温度和冷却方式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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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腐蚀形态不锈钢-碳钢复合钢筋力学性能
王 斐 1 华建民 1* 薛暄译 1 黄乐鹏 1 王 能 2
（1.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重庆 400045； 2.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重庆 400045）

摘

要：不锈钢-碳钢复合钢筋是一种由碳钢芯筋和不锈钢覆层组成的新型耐腐蚀钢筋。通过热轧等工艺实

现两者的冶金结合，使其兼有芯筋的强度和覆层的耐腐蚀性能，在实际工程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
S30408 不锈钢-HRB400 碳钢复合钢筋为研究对象，根据钢筋真实服役状态设计了均匀腐蚀、覆层破损腐蚀和
非均匀腐蚀三种腐蚀类型。通过电流加速腐蚀试验得到了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碳钢复合钢筋试样，并对以
上试样进行单调拉伸试验。研究表明：腐蚀导致不锈钢-碳钢复合钢筋力学性能呈线性下降。腐蚀后试件的应
力–应变曲线形态也发生改变。其中，覆层破损腐蚀试样的屈服平台消失最早发生。通过预测模型定量地描
述了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碳钢复合钢筋的力学性能和韧性的演化规律，并可以预测任一腐蚀程度下三种腐
蚀形态的不锈钢-碳钢复合钢筋的力学性能和韧性。最后根据本文试验结果和 GB/T 1499.2-2018 的要求，建议
不锈钢-碳钢复合钢筋的腐蚀程度限制在 10.7%以内，以保证结构的服役性能。
关键词：复合钢筋；腐蚀形态；力学性能；韧性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with
different corrosion forms
F. Wang1, J.M. Hua1*, X.Y. Xue1, L.P. Huang1, N. Wang2
（1.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real estat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 The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 (SCBSB) is a new type of weather-resistant steel
bar composed of carbon steel core bars and stainless steel cladding. The metallurgical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s realized through hot rolling and other processes, so that it has both the strength of the
core bar and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cladding, which has broad prospects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In this paper, SCBSB which is consisted with the S304 stainless steel as the
cladding and the HRB400 carbon steel bar as the substra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ervice state of reinforcement, three types of corrosion are designed, that is, uniform corrosion,
damaged cladding corrosion and non-uniform corrosion. Three types of corrosion forms of SCBSB
samples were obtained by electrochemical accelerated corrosion test. Then the tensile test was
performed on the above samples. Th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CBSB
decreased linearly due to corros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stress–strain curve also changed after three
forms of corrosion, of whic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yield platform of the damaged cl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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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osion sample occurred first. The evolution law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oughness of
SCBSB with three corrosion forms is quantitatively described by prediction models, which can
predic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oughness of SCBSB with three corrosion forms at any degree
of corros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GB/T 1499.2-2018,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orrosion degree of SCBSB should be controlled below 10.7% to ensure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the structure.
Keywords: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corrosion form; mechanical properties; toughness
钢覆层、冶金结合层和碳钢芯筋组成。不锈钢
0 引言
覆层能够保护芯筋抵御外部环境的侵蚀，上述
钢筋混凝土结构结合钢筋和混凝土的材
腐蚀问题可以得到缓解或解决。此外不锈钢复
性优点，具有强度高，可塑性强等优势，在岛
合钢筋自身具有金属材料的特性，力学性能较
礁建设、桥梁和港口等领域应用广泛。随着外
好，与混凝土有良好的协同工作能力。不锈钢
部环境的侵蚀，钢筋混凝土结构会出现耐久性
复合钢筋覆层厚度仅有 0.2~2mm，造价远低于
能退化的问题。对跨海大桥、海岛和海港建筑
不锈钢钢筋，因此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具有较
结构而言，服役环境中富含的氯离子会加速钢
好的应用前景。
[1-3]
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能的退化过程 。这是由
目前，关于不锈钢复合钢筋的研究十分有
于氯离子会破坏钢筋表面的钝化膜，从而加速
限。相比于均质钢筋，不锈钢复合钢筋的耐久
钢筋的腐蚀过程。腐蚀减小钢筋有效受力截
性能演化过程更加复杂。不锈钢复合钢筋为双
面，直接削弱钢筋的力学性能。腐蚀产物在钢
金属复合材料，覆层和芯筋具有不同的耐腐蚀
筋与混凝土之间堆积，影响钢筋混凝土之间的
性。当不锈钢覆层被腐蚀穿透时，其腐蚀发展
粘结性能。腐蚀产物的堆积在混凝土中产生膨
机理与均质钢筋大不相同。因此在工程结构中
胀力，导致混凝土保护层锈胀开裂，改变核心
应用不锈钢复合钢筋之前，有必要对其腐蚀后
混凝土受力状态，降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承载
的力学性能进行研究。本文以不锈钢复合钢筋
[4-6]
力，严重影响钢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
为研究对象，采用电流加速腐蚀试验方法，研
钢筋锈蚀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退化
究了不同腐蚀形态对其力学性能影响的差异，
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人
归纳出不同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合钢筋力学
员对可替代钢筋的材料做了广泛的研究，其中
性能退化规律，从强度储备与能量分析角度探
包括 FRP 筋、
环氧涂层钢筋和不锈钢钢筋。
FRP
讨了腐蚀后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工程可靠度，并
筋虽然耐氯离子侵蚀，但易受碱性环境的削弱
给出了设计建议。
[7-10]
且弹性模量较低、延性差
。环氧涂层钢筋
1 不锈钢复合钢筋
在力学性能上兼有钢筋的延性。但相比普通钢
筋，环氧涂层钢筋与混凝土粘结性能有所降低
本研究所使用的不锈钢复合钢筋由湖南
[11]。
此外，在施工过程中环氧树脂涂层易破损，
三泰集团生产，其外部覆层为 S30408 不锈钢，
将会导致破损处因原电池反应而发生更严重
芯筋为 HRB400 碳钢。覆层和芯筋主要化学成
[12,13]
的腐蚀
。天然可再生的钝化膜使不锈钢钢
分如表 1 所示。为验证二者冶金结合能力，对
[14]
筋拥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但因为不锈钢钢
其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如图 1 所示，不锈钢覆
筋的造价过高，限制了其工程应用。
层与碳钢芯筋结合界面无空隙、夹渣，结合良
随着钢筋加工工艺的不断提高，金属覆层
好。基于电镜扫描的试验结果，发现不锈钢覆
冶金结合技术逐渐成熟，新型热轧碳钢-不锈钢
层的组织构成为奥氏体，碳钢芯筋组织构成为
复合钢筋（以下简称：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大
铁素体与珠光体。而结合层以铁素体和珠光体
[15]
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不锈钢复合钢筋由不锈
为主，伴有尺寸细小的氧化铝夹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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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锈钢复合钢筋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Table 1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tainless steel composite reinforcement (mass fraction)
部位

C

Si

Mn

P

S

Ni

Cr

芯筋

0.201

0.421

1.441

0.008

0.004

0.047

0.087

覆层

0.050

0.415

1.005

0.012

<0.001

8.232

18.413

图 1 不锈钢复合钢筋金相组织
Fig.1 Metallurgy construction of the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

2

由于不锈钢复合钢筋生产工艺的局限，以
及运输与施工过程中的剐蹭、碰撞等不确定因
素，可能在不锈钢覆层表面产生初始缺陷。这
些初始缺陷将导致不锈钢覆层在该区域提前
被侵蚀环境穿透，从而使不锈钢复合钢筋的腐
蚀形态与普通钢筋不同。此外，考虑到不锈钢
和碳钢具有不同的耐腐蚀，具有初始缺陷的不
锈钢复合钢筋的腐蚀机理相比碳钢钢筋和不
锈钢钢筋更为复杂。因此，研究具有初始缺陷
的不锈钢复合钢筋的腐蚀性能具有重要意义
和必要性。
为了模拟由于生产、运输和施工过程所引
起的初始缺陷，对不锈钢复合钢筋试件进行了
人工破损，如图 3 所示。人工破损的宽度和长
度为 1.5mm 和 130mm，破损深度 3mm，已达
到碳钢芯筋。在侵蚀环境中服役的不锈钢复合
钢筋，其腐蚀的发生主要集中在缺陷区域。为
了模拟真实的腐蚀过程，对破损部位以外的试
件表面区域用防水胶带和环氧树脂进行保护
处理。

试验研究

2.1 不锈钢复合钢筋试件设计
在混凝土中服役的钢筋会受到外部环境
的侵蚀产生腐蚀问题。考虑到不锈钢复合钢筋
构造特征，本文设计三种不同的腐蚀形式，分
别为均匀腐蚀、覆层破损腐蚀和非均匀腐蚀。
2.1.1 均匀腐蚀试件

均匀腐蚀是基本腐蚀形式。当不锈钢复合
钢筋的服役环境富含氯离子，如不锈钢复合钢
筋在海水海砂混凝土中服役。不锈钢复合钢筋
周围的氯离子可以认为是均匀分布模式。因
此，在上述服役环境下，不锈钢复合钢筋表现
出均匀腐蚀。设计试件尺寸为 400 mm，试验
段长度为 130 mm。为保证试件两端在拉伸时
不发生滑移，同时控制腐蚀分布在试验段，使
用防水胶带对两端非腐蚀段进行包裹缠绕，再
均匀地涂上环氧树脂防止试件两端与溶液直
接接触。试件的处理如图 2 所示。

图 2 均匀腐蚀试件

图 3 覆层破损腐蚀试件

Fig.2 Uniform corrosion specimens

Fig.3 Corrosion specimens with damaged cladding

2.1.2 覆层破损腐蚀试件

2.1.3 非均匀腐蚀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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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普通混凝土中服役的钢筋而言，外
部环境的侵蚀因子需要渗入混凝土，进而造成
钢筋的腐蚀。因此，临近混凝土保护层一侧的
钢筋将先发生腐蚀，造成腐蚀产物的堆积，进
而导致混凝土保护层由于锈胀力而开裂，加速
侵蚀因子的渗入[16]。由于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远
高于普通碳钢，因而在近保护层一侧的钢筋发
生腐蚀使混凝土锈胀开裂后，腐蚀在此处发生
的速率将远高于远离保护层的一侧。可以认为
不锈钢复合钢筋的腐蚀只集中在靠近保护层
的一侧。这将会与普通钢筋的腐蚀形态大不相
同，从而导致腐蚀后的力学性能退化规律也不
一样。为了探究不锈钢复合钢筋非均匀腐蚀下
力学性能的退化规律，通过在钢筋一侧用防水
胶带和环氧树脂处理的方式（如图 4），人为
控制腐蚀只发生在一侧。

定其腐蚀程度。
m = MIt / zF

（1）

图 5 电化学加速腐蚀
Fig.5 Electrochemical accelerated corrosion

图 6 加载与数据采集设备
Fig.6 Loading and data acquisition equipment

2.3 单调拉伸试验
腐蚀后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单调拉伸试验
根据规范 GB/T 228.1-2010《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18]进行，如图 6 所
示。试验以位移加载控制，加载速率 6mm/min，
并用引伸计实时测量试件试验段的变形。

图 4 非均匀腐蚀试件
Fig.4 Non-uniform corrosion specimens

2.2 电化学加速腐蚀方法
本研究通过电化学加速腐蚀试验获得不
同腐蚀程度的试件。电化学加速腐蚀试验装置
如图 5 所示。不锈钢复合钢筋试件作为阳极，
串联后与直流电源的正极相连，石墨碳块与电
源负极相
连。不锈钢复合钢筋与石墨碳棒共同浸没在质
量分数为 5%的 NaCl 溶液中。用法拉第定律确
定电化学加速腐蚀试验的持续时间，如式（1）
所示，其中ΔM 表示腐蚀引起的质量损失，M
表示铁的摩尔质量（即 56g/mol），I 表示电流
密度，t 表示电化学加速腐蚀试验的持续时间，
z 表示铁元素的价态（即 2），F 表示法拉第常
数（即 96500 A·s）。电化学加速腐蚀试验后，
将不锈钢复合钢筋试样从溶液箱中取出，按规
范 GB/T 50082-2009[17]进行处理，并称重以确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腐蚀形态
图 7 展示了三种腐蚀类型的不锈钢复合钢
筋试样在不同腐蚀程度下的腐蚀形态，从左到
右依次为均匀腐蚀、覆层破损腐蚀（以下简称
破损腐蚀）和非均匀腐蚀。对于腐蚀程度相对
较低（5%）的不锈钢复合钢筋试件，均匀腐蚀
与非均匀腐蚀的试件表面发生了点蚀，如图
7(a)所示。破损腐蚀试件的腐蚀则是在破损处
向试件内部继续发展，不锈钢覆层表面比较完
整。随着腐蚀程度的增加，均匀腐蚀与非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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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试件的点蚀也相应加剧，不锈钢覆层的保
护作用逐渐消失。如图 7(c)、图 7(d)所示，当
腐蚀程度较大（20%和 30%）时，均匀腐蚀与
非均匀腐蚀试件的不锈钢覆层表面明显不完
整，内部碳钢逐渐暴露在腐蚀环境中。可以观
察到随着腐蚀程度的增加，低碳钢发生了显著
的腐蚀。破损腐蚀试件随着腐蚀程度的增加，
损伤区的腐蚀深度和宽度增大。当腐蚀程度增
加至 20%，腐蚀区域宽度和深度分别达到了
25.79mm 和 25.05mm。此外，随着腐蚀程度的
增加，钢筋的肋逐渐消失，钢筋的外部特性发
生了明显变化，这可能导致钢筋与混凝土的粘
结性能降低。

fu=648.4MPa，断后伸长率δ=31.3%，弹性模
量 E=191.19GPa，均满足 GB 1499.2-2018《钢
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19]中 HRB400 钢筋
的要求。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合钢筋试件
在不同腐蚀程度下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8 所
示。当腐蚀程度相对较低（0%和 5%）时，三
种腐蚀形态试件的应力-应变曲线存在明显的
屈服平台。屈服平台之后是应变硬化段。因此，
与不锈钢钢筋相比，腐蚀程度相对较低（0%
和 5%）的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力学性能更接近
于普通碳钢钢筋。随着腐蚀程度的增加，屈服
平台逐渐消失。相比其他腐蚀形态，相同腐蚀
程度下破损腐蚀试件屈服平台最不明显。表 2
给出了应力-应变关系中的力学性能特征值。

（a）5%腐蚀程度

（a）5%腐蚀程度

（b）10%腐蚀程度

（b）10%腐蚀程度
（c）20%腐蚀程度

（d）30%腐蚀程度

图 7 三种腐蚀类型的不锈钢复合钢筋在不同腐蚀程度
下的腐蚀形态
Fig.7 Corrosion performance of three corrosion types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with different
corrosion degrees

3.2 应力-应变关系
通过单调拉伸试验得到不锈钢复合钢筋
屈 服 强 度 fy=472.5MPa ， 极 限 抗 拉 强 度

（c）20%腐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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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20-1

20.5

351.9

492.1

20.0

0.1312

SD-20-2

21.7

349.7

484.3

21.5

0.1412

SD-20-3

23.3

336.5

478.3

20.8

0.1318

SD-30-1

32.5

290.8

392.2

16.9

0.0960

SD-30-2

31.4

289.9

396.2

12.3

0.0936

SD-30-3

33.9

264.3

367.4

16.2

0.0993

N-0-1

0.0

461.3

636.7

32.3

0.1590

N-0-2

0.0

481.2

658.1

30.1

0.1650

N-0-3

0.0

474.9

650.4

31.6

0.1633

（d）30%腐蚀程度

N-5-1

5.4

390.9

558.9

25.4

0.1342

图 8 不同腐蚀程度下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应力-应变曲线

N-5-2

5.5

423.4

593.0

27.7

0.1498

Fig.8 Stress vs. strain curves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N-5-3

5.7

414.2

579.5

24.6

0.1371

steel bars with different corrosion degrees

N-10-1

10.7

403.8

552.2

16.2

0.1007

N-10-2

11.8

401.0

558.7

20.8

0.1261

表 2 腐蚀后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力学性能特征值

N-10-3

10.5

406.7

560.5

20.0

0.1173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y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N-20-1

21.4

371.8

496.3

17.7

0.0884

corroded stainless steel composite reinforcement

N-20-2

22.3

363.0

488.1

18.5

0.0980

编号

ρ /%

fy /MPa

fu /MPa

δ /%

εu

N-20-3

21.6

363.4

493.9

14.6

0.0925

S-0-1

0.0

481.2

658.1

30.1

0.1650

N-30-1

31.1

334.6

441.8

16.9

0.0795

S-0-2

0.0

461.3

636.7

32.3

0.1590

N-30-2

28.7

335.3

459.5

16.9

0.0891

S-0-3

0.0

474.9

650.4

31.6

0.1633

N-30-3

30.4

320.0

436.7

17.7

0.0941

S-5-1

5.6

459.6

621.3

22.3

0.1323

注：ρ 为腐蚀程度，由质量损失率得到；fy 为屈服强度；fu 为极限

S-5-2

5.4

473.1

632.1

19.2

0.1040

抗拉强度；δ 为断后伸长率；εu 为极限应变。

S-5-3

4.9

443.3

607.5

20.8

0.1246

S-10-1

9.6

398.8

544.5

16.9

0.1071

S-10-2

11.3

417.5

570.4

20.1

0.1329

S-10-3

9.8

408.7

553.5

20.8

0.1154

S-20-1

20.5

350.3

465.1

13.1

0.0728

S-20-2

20.4

378.4

520.1

22.3

0.1181

S-20-3

19.7

375.3

494.4

17.7

0.0668

S-30-1

32.7

304.4

410.7

13.9

0.0498

S-30-2

30.5

303.5

415.5

13.8

0.0648

S-30-3

33.6

305.3

416.4

17.5

0.0676

SD-0-1

0.0

444.1

620.6

31.2

0.1709

SD-0-2

0.0

461.5

637.6

31.5

0.1583

SD-0-3

0.0

460.5

636.4

30.0

0.1722

SD-5-1

6.4

435.9

603.7

25.4

0.1411

fy /MPa

fu /MPa

δ /%

εu

3.3 腐蚀对屈服强度的影响
腐蚀会导致不锈钢复合钢筋屈服强度的
下降，如图 9 所示，随着腐蚀程度的增加，均
匀腐蚀和破损腐蚀钢筋的屈服强度下降速率
接近。破损钢筋由于初始缺陷的影响，在相同
腐蚀率下屈服强度略低于均匀腐蚀钢筋。而非
均匀腐蚀钢筋在小腐蚀率（0%~5%）下屈服强
度下降最快，当腐蚀程度大于 5%时下降变慢。
当腐蚀率增加到 30%，非均匀腐蚀钢筋屈服强
度高于均匀腐蚀、破损腐蚀，分别为 321.4MPa、
316.1MPa、300.6MPa。
3.4 腐蚀对极限抗拉强度的影响
腐蚀对不锈钢复合钢筋极限抗拉强度的
影响规律与屈服强度类似，有比较显著的线性
关系。如图 10 所示，均匀腐蚀和破损腐蚀钢
筋的极限抗拉强度下降速率接近，非均匀腐蚀
钢筋在小腐蚀率（0%~5%）下极限抗拉强度下
降最快，腐蚀程度超过 5%时下降速率减小。
当腐蚀率增加到 30%，非均匀腐蚀钢筋极限强
度高于均匀腐蚀、破损腐蚀，非别为 435.2MPa、
425.5MPa、415.9MPa。

ρ
编号
/%
SD-5-2

5.9

429.5

597.8

30.0

0.1604

SD-5-3

7.5

423.2

592.6

29.2

0.1680

SD-10-1

12.4

386.6

537.2

24.6

0.1450

SD-10-2

12.4

400.0

552.8

29.2

0.1363

SD-10-3

11.9

404.2

559.9

20.8

0.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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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锈钢复合钢筋延性指标的离散性较大。

图 9 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合钢筋屈服强度与腐蚀
程度的关系

图 11 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合钢筋极限应变与腐

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yield strength and corrosion

蚀程度的关系

degree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with three

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ultimate strain and corrosion

corrosion forms

degree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with three
corrosion forms

3.6 腐蚀对断后伸长率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腐蚀后的筋材将会在最薄弱
截面首先进入受拉极限状态，进而发生断裂。
可推断，腐蚀会极大地影响筋材的断后伸长
率。如图 12 所示，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
合钢筋试样的断后伸长率均有明显下降，特别
是均匀腐蚀试样，其断后伸长率对腐蚀最为敏
感，当腐蚀程度为 5%时，断后伸长率下降
33.7%。而破损腐蚀与非均匀腐蚀下降仅有
8.8%和 23.1%。当腐蚀程度达到 30%，均匀腐
蚀试件的断后伸长率仅为原来的 49.1%。

图 10 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合钢筋极限抗拉强度
与腐蚀程度的关系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ultimate strength and
corrosion degree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with three corrosion forms

3.5 腐蚀对极限应变的影响
腐蚀会削弱不锈钢复合钢筋的横截面积
从而在局部形成薄弱区。钢筋受拉时，相对薄
弱的截面将出现应力集中，对钢筋的极限应变
产生不利影响。如图 11 所示，腐蚀对均匀腐
蚀试件的影响最大，对破损腐蚀试件影响最
小。当腐蚀程度达到 30%时，均匀腐蚀的不锈
钢复合钢筋的极限应变下降为原来的 36.0%，
破损腐蚀试样和非均匀腐蚀试件的极限应变
也下降为原来的 64.2%和 46.8%。由 3.1 节所
述，腐蚀从不锈钢覆层的点蚀开始，逐渐过渡
为内部碳钢裸露并腐蚀。腐蚀产生的蚀坑会引
起应力集中，降低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延性性
能，而蚀坑的形态和分布具有随机性，进而导

图 12 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合钢筋断后伸长率与
腐蚀程度的关系
Fig.12 Relationship between elongation percentage and
corrosion degree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with three corrosion forms

3.7 预测模型
根据 3.2 节介绍的试验结果，得到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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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形态、不同腐蚀程度的不锈钢复合钢筋的
应力-应变曲线特征。为量化腐蚀程度对应力应变曲线的影响，本文通过数值拟合，得到了
腐蚀程度与关键力学性能指标之间的关系。方
程（2）~（5）为拟合公式,用来量化上述关系。
公式中腐蚀削弱系数ν的值由拟合结果得到，
在表 3 中给出。通过式（2）~（5）可以预测
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合钢筋在任一腐蚀
程度下的关键力学性能指标。
f yc = (1 −  y  ) f y 0

4

（3）

 uc = (1 −  ,u  ) u 0

（4）

 c = (1 −   )  0

（5）

屈服强度

极限抗拉强度

断后伸长率

均匀腐蚀

13.9

14.6

24.9

破损腐蚀

10.7

12.7

31.4

非均匀腐蚀

14.4

15.3

26.0

结果讨论

4.1 强屈比
强屈比是衡量金属材料韧性的重要指标。
如图 13 所示，随腐蚀程度的增加强屈比在小
范围内波动。根据试验结果，计算均匀腐蚀、
破损腐蚀和非均匀腐蚀试件的强屈比的平均
值分别为 1.358、1.387 和 1.372，标准差为
0.017、0.011 和 0.018。因此，腐蚀对强屈比的
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2）

fuc = (1 − u  ) fu 0

腐蚀类型

式中，ρ表示腐蚀程度，fyc、fuc、εuc 和δc
分别表示不同腐蚀程度的不锈钢复合钢筋试
样的名义屈服强度、极限抗拉强度、极限应变
和断后伸长率。fy0、fu0、εu0 和δ0 分别表示
不同腐蚀程度的不锈钢复合钢筋试样的名义
屈服强度、极限抗拉强度、极限应变和断后伸
长率。νy、νu、νε,u 和νδ分别表示名义
屈服强度、极限抗拉强度、极限应变和断后伸
长率的削弱系数。

图 13 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合钢筋屈强比与腐蚀
程度的关系
Fig.13 Relationship between fu/fy and corrosion degree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with three corrosion
forms

表 3 腐蚀削弱系数

4.2 能量系数
强屈比主要关注强度特性。为了量化腐蚀
对强度和应变的综合影响，本节选择了能量吸
收 κ 和总能量密度与弹性能量密度之比 ψ[20]两
个指标进行分析。根据第 3.2 节中的应力-应变
曲线，通过式（6）计算 κ。ψ 通过式（7）得
到，κ 值和 ψ 值表示钢材拉伸过程中吸收能量
的能力，也进一步反映钢材的韧性。结果表明，
随着腐蚀程度的增加，κ 和 ψ 相应减小，如图
14 和图 15 所示。κ 值和 ψ 值随腐蚀程度的增
加急剧下降，下降幅度远大于同腐蚀率下强度
的下降。因此，腐蚀严重降低了不锈钢复合钢
筋的韧性。相比另外两种腐蚀形态，均匀腐蚀
试样韧性下降最快。式（8）和式（9）给出了
κ 值、ψ 值与腐蚀程度的拟合公式，系数 νκ 和
νψ 的值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rrosion weakening coefficient
腐蚀类型

νy

νu

νε,u

νδ

νκ

νψ

均匀腐蚀

1.103

1.146

2.132

1.969

2.654

2.059

破损腐蚀

1.133

1.138

1.194

1.539

1.944

2.566

非均匀腐蚀

1.066

1.096

1.772

1.885

2.467

2.273

根 据 GB/T 1499.2-2018[19] 的 要 求 ，
HRB400 钢筋的屈服强度不应小于 400MPa，
极限抗拉强度不应小于 540MPa，断后伸长率
不应小于 16%。根据试验结果，均匀腐蚀、破
损腐蚀和非均匀腐蚀的腐蚀程度应满足表 4 中
的限值。
表 4 不锈钢复合钢筋的腐蚀率限值/%
Table 4 Corrosion rate limit of stainless steel composite
rei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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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文采用电流加速腐蚀试验方法获得不
同腐蚀形态和程度的不锈钢复合钢筋试件，完
成了 42 根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力学性能试验，
研究了腐蚀形态、腐蚀程度对不锈钢复合钢筋
力学性能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金相组织观察研究了不锈钢覆层
的冶金结构。结果表明，覆层与芯筋结合界面
无空隙、夹渣，冶金结合程度较高。
2）均匀腐蚀和非均匀腐蚀试样的腐蚀由
点蚀开始逐渐加深，不锈钢覆层的保护作用逐
渐消失，碳钢芯筋裸露；破损腐蚀试样的腐蚀
首先在缺陷处开始，进而使缺陷宽度和深度增
加。三种腐蚀形态的试件在腐蚀率超过 5%后，
钢筋的表观特性均有较大变化，由此可能引起
不锈钢复合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性能改变。
3）腐蚀会影响不锈钢复合钢筋的应力–
应变曲线形态，主要体现在屈服平台的逐渐消
失，相对于其他两种腐蚀形态，覆层破损腐蚀
的不锈钢复合钢筋屈服平台消失最早发生。
4）根据三种腐蚀形态不同腐蚀程度的试
样拉伸试验结果，提出了式（2）~（5）来量
化腐蚀对不锈钢复合钢筋力学性能的影响。
5）选取强屈比、κ 和 ψ 能量指标，研究了
三种腐蚀形态不同腐蚀程度下腐蚀对不锈钢
复合钢筋韧性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腐蚀对
强屈比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随着腐蚀
程度的增加，κ 和 ψ 值大幅降低，表明腐蚀对
不锈钢复合钢筋的韧性有较大不利影响。
6 ） 根 据 GB/T 1499.2-2018 的 要 求 ，
HRB400 钢筋的屈服强度、极限抗拉强度和断
后伸长率应分别不低于 400 MPa、540 MPa 和
16%。因此，考虑三种腐蚀形态最不利影响，
基于本文的试验结果，不锈钢复合钢筋的腐蚀
程度应控制在 10.7%以内，以保证屈服强度、
极限抗拉强度和断后伸长率满足上述要求。

图 14 三种腐蚀形态的不锈钢复合钢筋κ值与腐蚀程
度的关系
Fig.14 Relationship between κ and corrosion degree of
stainless-clad bimetallic steel bars with three corrosion
forms
u

 =   d
0

（6）

 =1+ (1 + fu / f y )( u /  y − 1)
 c = (1 −   ) 0

 c = (1 −   ) 0

结论

（7）

（8）

（9）

式中，κ 表示能量吸收，即名义应力-应变
曲线与坐标轴的包络面积。ψ 表示总能量密度
与弹性能量密度之比。κc 和 ψc 分别表示腐蚀后
的能量吸收和总能量密度与弹性能量密度之
比。νκ 和 νψ 分别表示 κ 和 ψ 的削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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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锥网壳结构的参数化建模与试验模型的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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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 ANSYS 软件的 APDL 语言对板锥网壳结构进行了参数化建模，设计了板锥柱面网壳结构
试验模型和连接细部构造，并采用 ANSYS 软件对该结构模型在均布荷载和集中荷载下进行静力分析和特
征值屈曲分析，结果得到该试验模型结构整体刚度大，力流的传递方式也完全不同。结构在均布荷载下稳
定起控制作用，在集中荷载下，强度起控制作用。最后得出了可指导板锥网壳结构模型试验和工程设计的
重要结论。
关键字：板锥网壳结构；参数化建模；试验模型；屈曲分析

PARAMETRIC MODELING AND DESIGN ANALYSIS OF
TEST MODEL FOR PLATE CONE RETICULATED SHEL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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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PDL language of ANSYS software is used to parametrically model
the plate-cone shell structure, and the test model of the plate-cone cylindrical shell structure and
the connection detail structure are designed. The uniform load and concentration of the structure
model are adopted by ANSYS software. Static analysis and eigenvalue buckling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under lo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stiffness of the test model is large and the
force flow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structure is controlled under uniform load and the strength
is controlled under concentrated load. Finally, the important conclusions that can guide the model
test and engineering design of the plate-and-cone shell structure are obtained.
Keywords: parametric modeling;test model design; buckling analysis; force flow direction; weak
part; strength damage.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678313），广东省高校
重点科研项目（2019KZDXM050），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
2102010457）
第一作者：王星，男，1970 年出生，教授，博士。
Email：wyuqi425@163.com
通信作者：郑少鹏，男，1996 年出生，硕士。
Email：zsp580230@163.com

43

王星等

0引

（length）、沿长度方向网格数（Ny）、沿跨度

言

方向的网格数（Nx）和建模时用到的几何参数
关系如图 1 所示。

板锥网壳结构是一种半连续化、半格构化
的新型空间结构，采用板片组成锥体单元，按
照网壳结构的曲面形状将锥体单元通过底边
拼接成整体，各锥顶再用杆件有规律的相互连
接所形成的的结构形式。板锥网壳结构的主要
构件是板单元，板材可以采用薄钢板、复合材
料板、钢丝网水泥板、薄铝板等，锥体单元也
是一种简单的应力蒙皮结构，因此板锥网壳结
构的整体刚度大，受力性能好，工业化程度高，
是一种非常有发展前景的空间结构[1-2]。
本文根据板锥网壳结构的形态采用

图 1 几何参数关系图

ANSYS 的 APDL 语言进行参数化建模，并且

Fig.1 Geometric parameter relation diagram

对试验模型进行研究设计，最后采用 ANSYS
根据图 1 的几何关系和 Span、f、T 确定

软件对该模型进行静力分析和特征值屈曲分

底层网壳结构的半径 R、θ 和上层网壳结构的

析来观察结构的受力性能和屈曲模态。

半径（RR），具体如公式（1）所示：


 RR = R +T

Span /2

)
 =arctan(
R− f


2
2
 R = f + Span /4

2 f

1 板锥网壳结构的参数化建模
板锥网壳结构的锥体单元可以分为三角
锥、四角锥、六角锥，锥体单元可以正放、倒
放、斜放。板锥网壳结构可以根据网壳结构的
形式划分为板锥柱面网壳和板锥球面网壳：板

（1）

锥球面网壳通常选用三向格子型、凯威特型和
1.1.2 节点的建模

短程线型，锥体采用三角锥单元；板锥柱面网

板锥柱面网壳结构的建模是在笛卡尔坐

壳结构的锥体单元可以采用四角锥形和六角
锥形

[3-4]

标系下建立，沿着跨度方向从左至右，在长度

。

本 文 采 用 ANSYS 的 APDL （ ANSYS

方向由近至远，上、下弦节点是由 Nx 和 Ny 确

Parametric Design Language）语言，对凯威特型

定，即下弦沿跨度方向划分为 Nx 份有 Nx+1 个

板锥球面网壳结构、短程线型的板锥球面网壳

节点，长度方向划分为 Ny 份有 Ny+1 个节点；

结构和采用四角锥单元的板锥柱面网壳结构

上弦沿跨度方向划分为 Nx-1 份，有 Nx 个节

进行参数化建模。对于板锥球面网壳结构用户

点，长度方向划分为 Ny-1 份有 Ny 个节点，节

只要输入跨度（Span）、失高（f）、厚度（T）、

点按弧等分的方法进行划分。下弦节点编号为

径向划分杆数（Nx）、环向化分数（Kn）即可，

(Nx+1)*(i-1)+j ， 上 弦 节 点 的 编 号 为

对于板锥柱面网壳结构用户只需输入跨度

numo+Nx*(i-1)+j，其中：numo=(Nx+1)*(Ny

（Span）、失高（f）、厚度（T）、纵向长度

+1)。确定下弦节点的坐标下公式：

（length）、沿长度方向网格数（Ny）、沿跨度

 x = Rsin( Dhap )
 y =length / Ny(i −1)

 z = Rcos( Dhap )

 Dhap =− + 2 / Nx( j −1)
i =1~ Ny +1

 j =1~ Nx +1

方向的网格数（Nx）即可。
1.1 板锥柱面网壳结构建模
1.1.1 几何关系的确定

建立板锥柱面网壳结构只需要确定跨度
（Span）、失高（f）、厚度（T）、纵向长度

确定上弦节点的坐标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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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RRsin(  )
 y =length / Ny(i −0.5)

 z = RRcos(  )

=− + 2 / Nx( j −0.5)
i =1~ Ny

 j =1~ Nx

取，求取下弦节点组成的三角形网格的重心坐
标点，根据空间解析几何可以得到与三条坐标
轴的夹角，用上弦的曲率半径乘以每个夹角即

（3）

可得到上弦节点，分别连接上、下弦节点即可
得到上、下弦杆单元，其中上弦杆单元组成六
边形网格，下弦杆单元组成三角形网格。腹板
是根据上弦节点与其对应的三个下弦节点相

1.1.3 单元的连接

连接。短程线型的于此类似在此从略。

板锥柱面网壳结构的下弦杆单元连接可
以分为两个步骤，分别是沿着跨度方向的杆件

1.2.2 建模过程

相互连接(i-1)*(Nx+1)+j 与(i-1)*(Nx+1)+j+1 和

根据图1的几何关系得到如下公式：

沿着长度方向的杆件相互连接(i-1)*(Nx+1)+j
Dhap = arctan(

与 i*(Nx+1)+j，上弦杆同样如此，沿着跨度方

Span /2/ R 2 −( Span /2)2
)
Nx

（4）

向 的 杆 件 相 互 连 接 numo+(i-1)*Nx+j 与

下弦节点的建立要先定义一个顶点坐标

numo+(i-1)*Nx+j+1 和沿着长度方向的杆件相

编号为1，由Kn和Nx可知下弦节点有Nx圈，Kn

互连接 numo+(i-1)*Nx+j 与 numo+i*Nx+j。

个对称区，并且i圈的节点数为Kn*i个，因此第

板锥柱面网壳结构的锥体是由四块三角

i圈第j区节点的编号为1+Kn*(i-1)*i/2+j，节点

形的板单元组成，因此锥体单元的形成可以采

坐标为, (R,(j-1)*360/(Kn*i), 90-i*Dhap)。下弦

用循环命令分为四个步骤，分别是锥体的正面

节点坐标的存储可采定义一个三维数组A（），

三 角 形 板 单 元 连 numo + (i − 1) ∗ Nx + j 与

利用双重循环命令和内部函数NX、NY、NZ提

i*(Nx+1)+j 与 i*(Nx+1)+j+1；锥体的背面三角

取，上弦节点的定义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

形板单元连接 numo+(i-1)*Nx+j 与 i*(Nx+1)+j

种是第一圈的节点和1号节点组合的三角形网

与 i*(Nx+1)+j+1；锥体的左面三角形板单元连

格来提取上弦节点，节点的编号为numo+k其中

接numo + (i − 1) ∗ Nx + j与(i-1)*(Nx+1)+j 与

numo=1+Kn*(Nx+1)*Nx/2，k为1~Kn，节点坐

i*(Nx+1)+j ； 锥 体 的 右 面 三 角 形 板 单 元

标如下：

numo+(i-1)*Nx+j 与 (i − 1) ∗ (Nx + 1) + j + 1

 x =( A( k + 2,1,1) + A( k +1,1,1) + A(1,1,1))/3
 下
 y =( A( k + 2,1,2) + A( k +1,1,2) + A(1,1,2))/3
 下
 z =( A( k + 2,1,3) + A( k +1,1,3) + A(1,1,3))/3
 下

RR*x
 x上 =
2
（5）

x + y2 + z2

RR* y
y =
 上
x2 + y 2 + z 2


RR*z
z =
 上
2
x + y2 + z2


与 i*(Nx+1)+j+1。最终编程的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板锥柱面网壳
Fig. 2 Plate conical cylindrical reticulated shell

1.2 球面网壳结构建模
1.2.1

对于最后一个对称区内的上弦节点坐标
是1号节点与2号节点与最后一个对称区的最

建模思路

凯威特型板锥球面网壳结构和短程线型

后一个节点确定；第二种情况是从第二圈开始

板锥球面网壳结构的建模是先在柱坐标系下

第j圈第k对称区的节点数2*j+1，即是以3Kn为

进行下弦节点的建立，下弦节点是由 Kn 根径

首项，以2Kn为公差的等差数列递增下去。故

肋把球面分成 Kn 个对称的扇形曲面，每个扇

而对第j圈第k对称区的奇数点数进行求取上弦

形曲面内，再由环杆和斜杆组成三角形网格，

坐标，采用三重循环嵌套二重IF语句分别用来

上弦节点是在笛卡尔坐标系下用 ANSYS 自带

判断最后一个对称区和最后一个对称区的最

的*get 功能或内部函数进行下弦节点坐标的提

后 一 个 杆 件 ， 上 弦 节 点 的 编 号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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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o+Kn+Kn*(j2-1)+(k-1)*(2*j+1)+2*i-1，其中

为27.000m的板锥柱面网壳结构进行缩尺模型

j为1~Nx-1、k为1~kn、i为1~j+1；第三种情况是

[5-6]

对第j圈第k对称区的偶数点数进行求取上弦坐

的设计，模型图如图2所示。

2.1 模型尺寸的设计

标，采用三重循环嵌套二重IF语句分别用来判

设计模型平面尺寸为 2.439m×2.7m，矢高

断最后一个对称区和最后一个对称区的最后

0.5m，厚度 0.15m，网格数为 9×9，钢材采用

一 个 杆 件 ， 上 弦 节 点 的 编 号 为

的是 Q235。该结构的试验模型只采用了上弦

numo+Kn+Kn*(j2-1)+(k-1)*(2*j+1)+2*i，其中j

杆和腹板，上弦杆采用的是直径为Φ32×2 圆

为1~Nx-1、k为1~kn、i为1~j。腹板单元的连接

钢管。模型中的板锥单元采用正四角锥形，并

在得到上弦节点的同时即可用上弦节点与对

用 1mm 厚的薄钢板在工厂焊接而成，锥体的

应的三个下弦节点两两连接得到，上弦杆单元

底边为 300mm×300mm，并向下延伸 50mm，

的连接分别对环向和径向的连接，然后再把下

锥顶制成方形，焊接一块 60mm×60mm×3mm

弦节点相连接即可得到凯威特型板锥球面网

的节点板通过螺栓与上弦节点相连[7]，具体尺

壳结构，短程线型板锥球面网壳结构也是类似

寸如图 5 所示。

，具体如图3和图4所示。

图 3 凯威特型板锥网壳
Fig 3. Kewitt plate conical reticulated shell

图 5 锥体单元尺寸与三维轴侧图
Fig. 5 Cone element size and three-dimensional axial side
diagram

2.2 节点设计

图 4 短程线型板锥网壳

模型中的上弦节点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的

Fig. 4 short-range plate cone reticulated shell

节点，即将普通螺栓球节点（Mero 节点）底部
削平[8]，螺栓球的采用的是直径为Φ80mm，

2 板锥网壳结构的试验模型设计

具体如图 6。下弦节点的连接是由每个锥体单
元的底边向下延伸 50mm 并用 4 个 M12 的普

板锥网壳结构是一种新型空间结构，在国

通螺栓进行连接固定，具体如图 7。支座节点

内对它的研究非常少，理论还不成熟，要想全

处采用的是二块板焊接成一个 T 字形节点板与

面描述板锥网壳结构的力学性能，必须分析板

锥体的底边用二个 M12 的螺栓相连，为了加

锥网壳结构的极限行为，研究其极限承载力和

强支座节点，防止节点板的局部屈曲并且在板

破坏全过程，以使结构设计具有足够的安全度、

的中间位置设置加劲肋板，板厚为 5mm，T 字

可靠性和经济性。想要全面的研究必须通过以

形节点板底部板采用的是 100mm×100mm×

试验的方式进行，其试验目的是为了解其实际

6mm，竖向的板采用的是 100mm×50mm×

承载能力及破坏全过程，了解其受力性能和整

6mm。试验由工字钢梁制成所需长方形台座。

体刚度，并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和结构的可

结构模型沿长度方向两边简支，支座采用竖向

靠度及及探讨结构合理的连接构造方式。因此

支承，用 M16 的地脚锚栓与 T 形节点板的底

本文根据相似理论对一跨度为24.386m，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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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连接，以便调节，使所有支承点同时支承于
工字钢边梁上，以上尺寸和构造分别参考 JGJ
7-2010《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和 GB 500172017《钢结构设计标准》[9-10]，具体如图 8 所
示。
图 9 均布荷载下
Fig. 9 under uniform load

图 6 改进的螺栓球节点
Fig. 6 Improved bolt-ball node

图 10 集中力荷载下
Fig. 10 under concentrated load

图 7 下弦节点连接

3.1 结构模型的静力分析

Fig. 7 Connection of lower chord nodes

为了了解该结构模型的受力性能和整体
刚度，对该结构施加二种不同的荷载，即
1kN/m2 均布荷载和把 1kN/m2 的均布荷载转换
成集中荷载加到结构上，来观察结构的竖向位
移，与上弦杆的受力和腹板的受力。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均布荷载下结构
的最大竖向位移在跨中沿着纵向母线方向，为
0.113mm，为跨度的 1/21580，可见该结构的整

图 8 支座节点

体刚度非常大，结构的上弦杆的大部分受压，

Fig. 8 Support node

并且在跨中压力达到最大为 0.361kN，内力传
递方向为沿着拱的方向传递，并且由受压转为
受拉，而在长度方向上的杆件内力极小，主要

3 结构模型的有限元分析

起着构造作用，腹板主要是承受压力，最大为

本文采用大型通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对

0.479 kN，在支座处的腹板边缘会有拉力作用，

该结构模型进行静力分析与屈曲分析来观察

为 0.122 kN，其内力也是沿着拱轴方向传递，

结构的整体刚度、受力性能、破坏形态和屈曲

从跨中到支座边缘逐渐增大，沿母线长度方向

模态。结构模型的上弦节点采用铰接，下弦节

压力很小。在集中荷载下结构的竖向位移在跨

点采用刚接，支座节点沿长度方向采用固定铰

中施加荷载的部位最大，为 0.656mm，是跨度

支座，材料选用 Q235 钢材。杆件采用 link8 单

的 1/3717，对比在均布荷载下，竖向位移是其

元模拟，腹板采用的是 shell181 单元模拟。本

5.8 倍，但总体上看结构的刚度还是非常大。结

文分别考虑了结构模型在两种荷载情况下影

构的上弦杆的受力也和均布荷载不同，荷载作

响，即一种均布荷载下和一种集中荷载下作用

用部位压力最大，为 3.412kN，然后以波纹的

在中间节点上，并且考虑结构的自重，两种荷

形式向四周扩散，并且逐渐减小，最后转变成

载下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9、图 10 所示。

受拉。结构腹板的受力在集中荷载作用的下锥
顶的压力最大，为 2.160kN，锥体单元底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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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角点受拉，为 2.120kN，其余四周的腹板
基本上全部受压。对比于两种不同的加载情况
下，结构的受力传递方向完全不同。
3.2 结构模型的屈曲分析
特征值屈曲分析

[11]

（a）一阶屈曲模态 （b）二阶屈曲模态 （c）三阶屈曲模态

又叫作特线性屈曲分

图 11 均布荷载下的屈曲模态

析，是以小位移小应变线弹性为理论基础在结

Fig. 11 Buckling modes under uniformly distributed load

构初始的位置建立平衡方程，其特征方程为：
（8）

式中：[K0]结构的线性刚度矩阵；[Kσ]结构的几
何刚度矩阵，又叫应力刚度矩阵；{Ψ}位移特
征向量；λ 为特征值，又叫荷载因子。
（a）一阶屈曲模态 （b）二阶屈曲模态 （c）三阶屈曲模态

表 1 一阶线性屈曲荷载和强度破坏临界荷载

图 13 集中荷载下的屈曲模态

Table 1 First order linear buckling load and strength

Fig. 13 Buckling modes under concentrated load

failure critical load
屈曲临界荷载
加载方式

2

（kN/m ）

强度破坏临界荷
载（kN/m2）

均布荷载

4.153

17.100

集中荷载

3.557

2.380

线性屈曲分析求出的临界荷载一般不能
作为设计的临界荷载，但是可以给结构设计作
参考。因此本文对该结构的屈曲问题进行了研

图 14 集中荷载下应力图

究，对该结构模型施加 1kN/m2 的均布荷载并

Fig. 14 Strain diagram under concentrated load

转换成等效节点荷载和把 1kN/m2 的均布荷载
转换成集中荷载加到结构中部，得到结构在两
种不同荷载作用下的一阶屈曲荷载和取前三

4 结论

阶屈曲模态并给出结构发生强度破坏的临界

（1）采用 ANSYS 的 APDL 语言可以对

荷载，结果如表 1 和图 11-14 所示。

一些有规律的模型进行参数化建模，对后续的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结构在均布荷载下的屈

分析给予了极大的便利。

曲荷高于在集中荷载作用下，结构在均布荷载
下强度破坏是在两侧支座处沿母线方向的第

（2）本文对板锥柱面网壳结构进行了试

二个锥体处，并且是先发生局部屈曲，然后才

验模型的设计研究，为今后的模型试验提供了

达到材料破坏的屈服强度。在集中荷载下，结

参考作用，方便后续的研究。

构的强度破坏发生在集中荷载作用的锥体单

（3）本文对该结构模型在二种不同的荷

元的锥顶处，并且是先发生强度破坏，然后才

载工况下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可以看出结构在

会发生局部屈曲。在图 13 的屈曲模态可以看

二种荷载作用下的受力性能完全不同。
（4）从静力分析中得到板锥柱面网壳结

出结构在两种荷载下均是发生局部屈曲，在均
布荷载下结构的局部屈曲是发生在四个最外

构在均布荷载下力流是沿着拱的方向传递的，

侧支座处，而在集中荷载下，结构的局部屈曲

而沿着纵向母线方向受力很小，主要起构造作

是在集中荷载作用下的锥体单元，在做试验时

用。在集中荷载下结构的力流主要是以波纹的

可考虑加载方式的不同来给不同的部位进行

方式向四周传递，荷载作用部位压力最大，然

局部加强。

后向四周逐渐减小，外边缘四周均变为受拉。
结构在二种不同的荷载下的整体刚度都非常
大。

48

王星等

（5）从屈曲分析中得到板锥柱面网壳结

[2]邵媛英, 王星, 董石麟. 板锥网壳结构的形体和受力特性分析

构在二种荷载下均发生局部屈曲，局部稳定是

[J]. 空间结构, 1998(03):11-16.

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均布荷载下结构的薄

[3]王凡, 王星. 板锥网壳结构的形态分析 [J]. 建筑技术开发,

弱部位是四个最外侧支座处的腹板，在集中荷

2003,30(7):16-17, 38.

载下结构的薄弱部位是荷载作用下的锥体单

[4]陈冠能. 板锥网壳结构的稳定极限承载力分析[D]. 浙江工业

元。进行模型试验时可考虑在不同加载方式下

大学, 2007.

对薄弱部位进行加强，可在腹板上设置加劲肋。

[5]沈祖炎, 赵宪忠, 陈以一, 等. 大型空间结构整体模型静力试

（6）进行模型试验时，在不同的加载方式

验的若干关键技术[J]. 土木工程学报, 2001(04):102-106.

下，结构破坏的部位不同，在均布荷载下，结

[6]赵宪忠, 沈祖炎, 陈以一, 等.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会议中心单

构在二侧支座处沿母线方向的第二个锥体处

层球网壳整体模型试验研究[J]. 建筑结构学报, 2000(03):16-22.

发生破坏，在集中荷载下，结构在集中荷载作

[7]肖志斌. 板锥网架结构的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 第五届全国结

用的锥体单元的锥顶处发生破坏，因此在可能

构工程学术会议, 中国海南海口, 1996[C].

出现破坏的部位应该重点监测，多贴应变片。

[8]王星, 董石麟. 板锥网壳结构的静力特性分析[J]. 建筑结构,

（7）试验模型结构在均布荷载作用下稳

2000(09):28-30.

定问题起控制作用，在集中荷载作用下，是强

[9]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 JGJ 7—2010[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

度起控制作用。

出版社,2010.
[10]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2017[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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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as Gen 在低温罐穹顶结构稳定性分析中的应用
宋春月* 唐晓东 杨建华
(北京迈达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国 100073）

摘要: 随着低温储罐容量的日趋增大，罐顶结构跨度也不断增大。目前的低温罐穹顶结构形式大多采用单层网壳
结构。单层网壳结构跨度大，厚度薄，几何非线性明显，且其整体稳定性对初始几何缺陷是非常敏感的。本文采
用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midas Gen 对某低温罐项目穹顶网壳结构进行线性屈曲分析，按照规范方法更新穹顶钢结
构的初始几何缺陷。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虑几何非线性的稳定性分析和考虑材料非线性和几何非线性的双非线性稳
定性分析，并对不同设计参数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希望能对类似实际工程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低温罐；稳定性分析；midas Gen；初始几何缺陷；几何非线性；双非线性

APPLICATION OF MIDAS GEN IN THE STABILITY ANALISYS
OF CRYOGENIC TANK STRUCTURE
C.Y. Song * T.X. Dong J.H. Yang
MID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China 100073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apacity of cryogenic storage tanks, the span of the tank roof structure
is also increasing. At present, most of the cryogenic tank roof adopt the single-layer reticulated shell
structure. The single-layer reticulated shell structure has large span, thin thickness, obvious geometric
nonlinearity, and its overall stability is very sensitive to initial geometric defects. In this paper, the gener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midas Gen is used to perform linear buckling analysis on the reticulated
shell structure of a cryogenic storage tank, updating the initial geometrical defects of the reticulated shel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normative method. On this basis, the stability analysis considering geometric
nonlinearity and the double nonlinear stability analysis considering material nonlinearity and geometric
nonlinearity are carried out, and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different design parameters are compared, expecting
to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imilar practical engineering design.
Keywords: cryogenic tanks; stability analysis; midas Gen; initial geometric defects; geometric
nonlinearity; double nonline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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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初始缺陷分布采用最低阶屈曲模态时，

0 引 言

其缺陷的最大值可按网壳跨度的 1/300 取值[4]。

作为传统的重要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在

1.2 全过程分析迭代法

国家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费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全过程分析的迭代方程可采用下式：

[1]

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对进
口能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增高，为保障国家能

(i-1)
KtU (i) = Ft+Δt − Nt+Δt

源安全，我国正加快国家能源战略储备的建

（1）

式中： Kt —— t 时刻结构的切线刚度矩阵；

设。储罐作为原油储备的最常见容器，随着

U ( i ) ——当前位移的迭代增量；
Ft+t —— t + t 时刻外部所施加的节

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单罐容量亦不断增
大。而大型储罐罐顶结构的设计相对于对于
储罐罐底和罐壁的设计来说更加重要。大型
储罐穹顶结构的跨度较大，而网壳结构具有

点荷载向量；
i −1)
Nt(+
t —— t + t 时刻相应的杆件节点

重量轻、刚度大、受力合理等优点，可以跨

内力向量。

越较大的跨度，所以，低温罐穹顶结构形式

2 midas Gen 有限元分析

[2]

大多采用单层球面网壳结构 。单层网壳结构
跨度大，厚度薄，几何非线性明显，且其整

本文针对某低温丙烷储罐进行稳定性分

体稳定性对初始缺陷几何缺陷是非常敏感的，

析。钢穹顶网壳外径 70m，弦高 10m。径向梁

在雪荷载、负压和自重作用下容易发生失稳

和环向梁采用工字形截面：HN400x200x8/13，

[3]

垮塌 ，因此对穹顶结构进行考虑初始几何缺

网壳顶上覆盖 6mm 厚钢板。

陷的非线性稳定性验算尤为重要。

建立 midas Gen 模型，鉴于储罐网壳径向
梁和环向梁构造形式为刚接，杆件不仅可承

1 网壳的稳定性计算

受轴力，还可承受弯矩，因此建立模型时使

根据《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JGJ7-

用梁单元对其进行模拟。对网壳底最外圈节

2010）4.3.1 条，单层网壳应进行稳定性计算，

点施加固定约束，即约束每个支座节点的 DX、

据 4.3.2 条规定，网壳的稳定性分析可按考虑

DY、DZ 三个平动自由度和 RX、RY、RZ 三

几何非线性的有限元方法（即荷载-位移全过

个转动自由度。屈曲分析荷载定义自重为不

程分析）进行计算，分析中可假定材料为弹

变荷载，竖向均布压力荷载为可变荷载。

性，也可考虑材料的弹塑性。对于大型和形
状复杂的网壳结构宜采用考虑材料弹塑性的
全过程分析方法。据 4.3.3 条规定球面网壳的
全过程分析可按满跨均布荷载进行。进行网
壳全过程分析时应考虑初始几何缺陷的影响[4]。
图 1 midas Gen 有限元分析模型

1.1 一致缺陷模态法

Fig.1 midas ge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不同曲面形式的网壳结构对初始缺陷的
2.1 提取网壳初始缺陷

敏感程度也不同。单层球面网壳对初始缺陷

对模型进行线性屈曲分析，根据一致缺

的敏感度很大，而结构的稳定承载力也会因

陷模态法提取最低阶整体失稳模态，按照网

为初始缺陷的存在而大大降低。确定结构初

壳跨度的 1/300 作为初始缺陷的最大值更新模

始缺陷的方法，主要有随机缺陷模态法、一

型。

致缺陷模态法以及缺陷模态迭代法。

根据线性屈曲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大部

本文采用一致缺陷模态法对结构更新初

分屈曲模态为局部失稳模态，只有少量模态

始缺陷。一致缺陷模态法使用最低阶屈曲模

为整体失稳模态。提取最低阶整体失稳模态

态来模拟结构的初始缺陷状态。根据《空间
网格结构技术规程》（JGJ7-2010）4.3.3 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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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模态 87）作为初始缺陷分布模态更新原

示。按照《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JGJ7-

模型得到具有初始缺陷的模型，如图 5 所示。

2010）4.3.4 条规定，单层网壳几何非线性安
全系数可取为 4.2，由图 6 可知，该网壳几何
非线性分析的稳定系数为 15.43，满足规范要
求。

图 2 第 1 阶模态
Fig.2 modal 1

图 6 几何非线性分析荷载位移曲线
Fig.6 load-displacement curve of geometric nonlinear
analysis.

2.3 有初始缺陷结构大位移弹塑性非线性屈曲
分析

图 3 第 87 阶模态

设置网壳梁的塑性铰，通过 midas Gen 中

Fig.3 modal 87

的 pushover 分析功能可进行同时考虑材料非
线性和

图 4 第 91 阶模态
Fig.4 modal 91

图 7 双非线性分析荷载位移曲线
Fig.7 load-displacement curve of double nonlinear
analysis.

几何非线性的双非线性屈曲分析，得到模型
的荷载位移曲线如图 7 所示，按照《空间网格
结构技术规程》（JGJ7-2010）4.3.4 条规定，

图 5 更新初始缺陷模型

当按照弹塑性全过程分析时，安全系数可取

Fig.5 the model with the initial defects.

为 2.0。从图 7 可以得到双非线性稳定性分析
的荷载系数 12.26，满足规范要求。

2.2 有初始缺陷结构大位移几何非线性屈曲分
析

3 不同设计参数对比研究

全过程分析法采用 midas Gen 内置的位移
控制法，通过程序结果中的阶段/步骤图表可

影响储罐穹顶网壳稳定承载力的因素有

以获得非线性分析的荷载位移曲线，如图 6 所

很多，下面分别讨论初始缺陷、蒙皮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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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别以及截面大小对网壳稳定性分析的

的网壳，其稳定承载力虽然提高了，但是提

影响。

高的并不是很明显。
表 2 不同蒙皮厚度的稳定系数

3.1 初始缺陷对稳定性的影响

Table 2 Stability factor for different skin thickness.

一致缺陷模态法是指采用最低阶屈曲模
态来模拟结构的初始缺陷分布，但是对于具

蒙皮弧度 t/mm

几何非线性屈曲分析

双非线性屈曲分析

有蒙皮的网壳结构，第一阶屈曲模态并非是

0

4.27

2.85

整体失稳模态，如果继续使用一阶模态更新

6

15.43

12.26

初始缺陷未必合理。因此为了研究初始缺陷

8

15.90

12.55

对稳定承载力的影响，对结构分别使用第 1 阶、

10

18.03

12.59

第 87 阶屈曲模态（最低整体屈曲模态）第 91

3.3 材料对稳定性的影响

阶屈曲模态（高阶整体屈曲模态）更新初始

储罐穹顶网壳材料可选择钢材、铝合金、

缺陷，并分别计算其线性屈曲分析、几何非

混凝土、复合材料等，但是不同网壳材料的

线性屈曲分析以及双非线性屈曲分析的稳定

经济性也是不同的。如果在满足安全性的前

系数，结果如下表所示。

提下，选择更加经济的材料是可以减少建造

表 1 不同初始缺陷的稳定系数

成本的。下面分别对钢制网壳和铝合金网壳

Table 1 Stability factor for different initial defects.

进行稳定性分析，得到的线性屈曲分析和几

模态

线性屈曲分析

何非线性屈曲分析的稳定系数如下表所示。

几何非线性屈 双非线性屈曲
曲分析

分析

表 3 不同材料的稳定性系数

第1阶

66.95

35.09

23.34

Table 3 Stability factor of different materials

第 87 阶

106.4

15.43

12.26

材料

第 91 阶

112.0

15.97

12.50

线性屈曲分析

几何非线性屈曲分
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线性屈曲分析的稳定
系数很大，而非线性屈曲分析得到的稳定系

钢材 Q355

106.4

15.43

铝合金 6061-T6

36.17

5.89

数相对较小。且相比仅考虑几何非线性的屈

通过对比表中数据可以发现，在其他设

曲分析，考虑双非线性的屈曲分析得到的稳

计参数相同的条件下，钢制网壳的线性稳定

定系数进一步减小。根据屈曲分析结果可知，

系数及非线性稳定系数均约为铝合金制网壳

第一阶模态为局部失稳模态，而使用一阶局

的 3 倍。在相同的荷载条件下，钢制网壳的稳

部失稳模态更新初始缺陷后进行非线性稳定

定承载力更大。按照《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

性分析得到的临界荷载系数要偏大，而使用

程》（JGJ7-2010）4.3.4 条规定，单层网壳

最低阶整体失稳模态更新初始缺陷，求得的

几何非线性安全系数可取为 4.2，那么钢制网

非线性稳定性分析的临界荷载系数是最低的，

壳和铝合金制网壳均满足规范稳定性设计的

相对来说，也是偏安全的。

要求。

3.2 蒙皮厚度的影响

3.4 截面对稳定性的影响

储罐罐顶的蒙皮板对结构的稳定承载力

修 改 径 向 梁 和 环 向 梁 的 截 面 为

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下面分别对无蒙皮、

HN350x175x7/11 及 HN450x200x9/14，对网壳

蒙皮厚度分别为 6mm、8mm、10mm 储罐罐

进行稳定性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顶网壳进行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 不同截面度的稳定系数

由表 2 可知，未考虑蒙皮的网壳模型，其

Table 4 Stability coefficients for different cross-sectional

稳定系系数是最低的，对比未考虑蒙皮模型

degrees

来说，蒙皮厚度为 6mm 时，几何非线性屈曲
分析及双非线性屈曲分析的稳定系数均有了
显著提高，但对于蒙皮厚度为 8mm 和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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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大小/mm

几何非线性屈曲分析

双非线性屈曲分析

HN350x175x7/11

12.81

9.30

HN400x200x8/13

15.43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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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450x200x9/14

20.21

（4）在相同的设计参数下，铝合金制网

15.31

通对比不同截面的稳定系数可以看出，

壳的稳定系数也能满足规范关于稳定性设计

截面增大，网壳稳定系数增大，网壳稳定承

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可以选择更经济的材料

载力显著提高。

减少建造成本。
（5）在其他设计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增

4 结论

大截面可以有效增加网壳的稳定承载能力。

（1）对储罐穹顶网壳进行稳定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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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迈达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国 100044）

摘

要: 钢结构以其显著的优势受到广大结构工程师的青睐，钢材虽然是一种不燃材料，但在高温作用下，其力

学特性发生了显著的劣化，最终导致结构的倒塌，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官兵应急救援及人员疏散造成
了严重的威胁。基于此，国家颁布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来指导工程师进行防火设计。
本文将通过 FDS 软件进行火场分析以获得实际烟气温度，并与规范的 HC 升温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实际火灾场景
和升温曲线的区别，给火灾规模不同的建筑提供烟气温度曲线的思路。用 midas Gen 软件根据《建筑钢结构防火
技术规范》进行防火分析，依据临界温度和验算比判别结构的安全性，以指导工程师采取相应的防火保护措施。
根据人员疏散软件 STEPS 给出人员安全疏散时间，最后结合烟气，结构受力状态，人员疏散时间来指导结构防
火设计和消防应急救援。
关键词: 钢结构火灾；HC 升温曲线；《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烟气；人员疏散；midas；应急救援

Fire engineering analysis of steel structure
He. Qiang 1*, Tang.Xiao. Dong 2
（MID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Steel structure is favored by the majority of structural engineers with it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Although steel is a non-combustible material, its mechanical properties deteriorate
significantly under the ac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which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Fire officers and men emergency rescue and personnel
evacuation caused a serious threat. Based on this, the country promulgated the "Technical Code for Fire
Prevention of Building Steel Structure" GB 5249-2017 to guide engineers to conduct fire prevention
design. In this paper, FDS software will be used to analyze the fire scene to obtain the actual smoke
temperature, and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HC heating curve,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ual
fire scene and the heating curve, and provide the idea of smoke temperature curve for buildings with
different fire scales. Midas Gen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fire analysis according to "Technical Code
for Fire Prevention of Building Steel Structure", and the safety of structure was judged according to critical
temperature and checking ratio, so as to guide engineers to take corresponding fire protection
measures. The evacuation time is given according to the evacuation software STEP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smoke, structure stress state, personnel evacuation time to guide the structure fire prevention
design and fire emergency rescue.
Key words: steel structure fire; HC temperature rise curve; Technical Code for Fire Prevention of
Building Steel Structure; The flue gas. Personnel evacuation; midas. Emergency rescue
根据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统计：钢结构建筑在

0 引 言

火灾作用下的抗火时间基本上为 15 分钟左右。
究其主要原因：高温作用下，钢材力学性能

钢结构具有质轻、强度高、塑性较好、
材料均质等优点，虽然钢材为不燃材料，但

劣化所导致。钢结构火灾分析由于火灾烟气

第一作者：何强，男，硕士研究生，工程师，从事结构数值分析， Email: heqiang@midasit.com.
通信作者：何强，男，工程师，
第二作者：唐晓东，男，硕士研究生，技术总监，从事结构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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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火灾场景分析不确定性以及计算

火灾增长速率 α 是以热释放速率表征火灾

软件分析流程的复杂性，导致工程师在面对

增长快慢的程度的重要参数,一般的工程计算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中可采用表 1 的四种划分方法参考设计。

中具体条文要求时候一筹莫展。《建筑钢结
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1]条文 6.1.1
提供了纤维类和烃类物质的火灾升温曲线，
但条文 6.1.2 中明确了火灾升温曲线可以根据
实际火灾模型，基于此，本文采用 FDS 软件
进行火场模拟，算出实际的烟气温度，再根
据人员疏散软件 STEPS 模拟出全部人员安全
疏散的时间，最终根据火灾烟气实际温度和
疏散时间进行结构抗火分析。
图 1 火灾发展曲线

1 工程背景

Fig.1 Fire development curve

本文以某厂房为例进行钢结构火灾分析，
由于该仓房火灾危险性和结构空间较大，采

表 1：火灾增长速率分类表

用 FDS 软件进行烟气分析，并进行人员疏散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fire growth rates

和结构抗火分析。
1.1
火场分析

火焰蔓延
分级

α（ kW/s2）

缓慢

0.0029

中等

0.0117

塑料泡沫
堆积的木板

快速

0.0469

甲醇
快速燃烧的软垫座椅

极快

0.1876

可燃材料
无棉制品
聚酯床垫

火场分析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建筑物内部
的布局、可燃物的分布、可燃物的燃烧特性
以及是否设置通风排烟装置等确定火灾场景。
火场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可燃物燃烧的烟
气温度趋势，已知烟气温度后，可以考虑烟
气对构件的对流和辐射作用以及构件内部热
传导，最终获得构件的温度分布。
1.1.1

火灾场景布置

评估过程中如何选取合适的火灾场景对
反映该部分建筑的消防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
响，如果选取的场景合适，则能比较真实地
反映火灾的危害。根据较不利的原则设定火
灾场景，选择火灾危害较大或者最有可能发
生的火灾场景作为计算火灾场景。
火灾的热释放速率和火灾增长速率是描

图 2 防火分区布置图
Fig.2 Layout of fire prevention zone

述火灾过程的重要参数，也是设计火灾时需
要确定的重要内容之一，热释放速率是指单

火灾场景布置如下：

位时间内火源释放的热量，一般用 KW 或者
或 MW 作为其单位。热释放速率是决定火灾

火灾场景 A：起火点位于联合厂房中央
存储区，假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失效；

发展和火灾危害的主要参数，是采取消防对
策的基本依据。

最小净高：12m
火灾最大规模：8MW

t 2 模型指出热释放速率可以用下式描述[3]：
Q

= at 2

设计火灾类型：非稳态
火灾发展速率：0.0469kW/s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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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模拟后处理

1.1.2

1.1.4

CO 浓度的模拟结果

本项目采用下述的消防安全可接受标准
来作为设计评判依据。每项标准的基本原理
详列见表 2：
表 2：消防安全可接受标准
Table 2: Acceptable standards for fire Safety
标准

特性界定

烟层高度

当烟气层降低到 2m 时，烟气能见度和温度就
变得重要。

热辐射

环境 2m 以上，热烟层对普通人员需小于
2.5kW/m2 或热烟层温度小于 180°C。

对流热

环境 2m 以下，周围温度不超过 60℃。

能见度

环境清晰高度以下，能见度不小于 10m。

图 5 火源点上方 CO 水平切片
Fig.5 CO horizontal section above the fire source

模拟结束（1200s）时，距离着火点上方
2.8m 处的 CO 浓度未达到 500ppm，最高为
42ppm。
1.1.5

实际火灾场景模拟结果

能见度的模拟结果

图 6 火源点上方能见度水平切片
图 3 过火源点温度云图

Fig.6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ction above the fire source

Fig. 3 Temperature cloud diagram of ignition source
point

模拟结束（1200s）时，距离着火点上方
2.8m 处的能见度未降到 10m，保持在 30m 以

模拟结束（1200s）时，上层烟气温度最

上。

高在 120℃左右，下层烟气温度在 35℃左右。
但是起火高货架上方靠近顶棚处温度主要在

1.1.6

烟密度

400~500℃左右波动。
1.1.3

CO2 浓度的模拟结果

图 7 烟气扩散图
Fig.7 Smoke diffusion diagram
图 4 火源点上方 CO2 水平切片

火灾起火后至 260s 时刻，在火源附近区

Fig.4 horizontal SECTION of CO2 above the fire source

域形成烟气层，且具有一定的烟气层厚度，
烟气没有快速扩散，利于其他区域人员疏散；

模拟结束（1200s）时，距离着火点上方

当模拟结束（1200s）时，烟气扩散至其他区
域。

2.8m 处 CO2 浓度未达到 1%，最高为 0.07%。

1.1.7

小结

第一部分根据 FDS 软件计算出实际烟气

57

何强等

指标，选择火灾工程学常用的平方火模型来
计算温度、能见度、CO 等指标，取两个时间
节点作为标准，第一是疏散完成时间；第二
是火灾完成时间，其最终结果如下表：
表 3：火灾场景 A 模拟结果统计表
Table 3:Statistical table of simulation results of fire
scenario A
判据

时间

上层烟气温度达到 180℃时间

>1200s

图 8 厂房安全疏散出口布置图

下层烟气温度达到 60℃时间

>1200s

Fig.8 Layout of plant safety evacuation exit

CO2 浓度达到 1%的时间

>1200s

CO 浓度达到 500ppm 的时间

>1200s

能见度下降到 10m 的时间

>1200s

人体耐受极限的时间（ASET）

>1200s

2.2 人员数量及分布
该项目的主要使用功能为生产车间，因
此生产车间内根据不同的工作职能，在具体
的位置停留有少数工作人员。根据使用方规

2 人员疏散模拟[3]

划，在生产工作过程中有不超过 120 人停留于
此。进行性能化量化分析时按照通常做法保

人员安全疏散指的是在火灾烟气未达到

守考虑了 1.5 的安全系数，即人员疏散模拟时
输入人数为 180 人。人员分布尽量接近生产流

危害人员生命的状态之前，将建筑物内的所
有人员安全疏散到安全区域的行动。火灾发

线的实际情况。

生后，两个时间点比较重要，第一是人员疏

2.3 疏散时间云图

散完成时间；第二是结构倒塌时间。楼层平
面及疏散途径的联系网络，是以细小的“网络
系统”作为运算基础，再配合模型中人员的行
动决定来分析各种建筑平面。模型将建筑物
楼层平面分为细小的网络，再将墙壁等加入
成为网络中的障碍物。模型中的人员则加入
在预设的界限里，人员能够在网络系统中自
由走动，每个格子只可站立一人，因此人员
密度的最大值取决于格子大小。

(a) 人员疏散初始时刻分布图

所考虑的人员特性包括：人员种类、人
员体积及行走速度等。在选用合适的人员种
类，配以不同连接线上的行走速度，人员对
路径的熟识程度及人员耐性等因素后，便可
分析多种火灾发生时的疏散情况。
2.1 安全疏散出口
按 照《 建筑设 计防 火规范 》GB 500162014 要求，本项目对疏散距离可不限。厂房

(b) 30s 时刻人员分布图

生产大部分是自动化运转，因此厂房内仅有
少数工作人员，安全出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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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火分析采用 midas Gen 软件进行模拟。
3.1 钢材高温物理特性[4-6]
高温下钢材的物理特性，包括热膨胀系
数、热传导系数、比热、密度等，主要用于
根据烟气温度计算构件的温度场。 参考《建
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1]条
文 5.1.1，midas Gen 软件中可以通过定义材料
特性的方式，考虑材料的热工系数。

(c) 60s 时刻人员分布图

3.1.1 热膨胀系数
钢材在高温作用下将产生伸长，对结构
产生变形和附加应力。由于钢材具有很好的
塑性变形特性，使得实际构件内的热膨胀附
加应力远比按照弹性理论计算的附加应力要
小。因此，在结构分析的时候，应当考虑热
膨胀效应对结构内力和变形的影响，而在构
件验算时，可不考虑热膨胀对构件极限承载
力的影响，相关文献给出了建筑计算公式：

(d) 92s 时刻人员分布图
图 9 不同时间节点人员疏散分布图

−5

l / l = 1.4  10 (T − 20)

Fig.9 Evacuation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nodes at

s

different times

式中：Δl 为由于温度升高引起的构件伸长量，
m；l 升 温 前 构 架 的 长 度 ，m； Ts 钢 材 的 温

初始时刻为火灾前人员分布情况，其他

度，℃

时刻为火灾发生后人员分布情况，60s 时刻，
火源附近区域人员基本疏散完成，其他区域

3.1.2 热传导系数[4]

有零星人员疏散，最终时刻 92s 全部人员完

热传导系数是指单位温度梯度下，单位
面积上单位时间所传递的热量。一般来讲，

成疏散。
2.4 人员疏散时间的确定

钢材的热传导系数随温度的升高而递减，温
度达到 750℃左右时，则不再减小，保持不变，

人员疏散时间按火灾报警时间、人员的
疏散预动时间和人员从开始疏散到到达安全

但在实际工程中，一般假定钢材的热传导系
数与温度无关，建议取值为：

地点的行动时间之和计算：
RSET = Td + Tpre + Tt

s = 45W / (m.℃)

其中： Td 为报警时间；Tpre 为人员疏散预动
时间；Tt 为人员疏散行动时间

3.1.3 比热容
比热容为单位物质温度升高或降低 1℃时

表 4 人员疏散时间统计表

所吸收或释放的热量，钢材的比热较小，并
且随温度而变化。实际工程中为了计算的简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evacuation time
区域
厂房

计算人
数
（人）
180

报警时
间 Td
（s）
60

预动作
时间
Tpre(s)
90

(2)

行动时间
Tt(s)*1.2

时间
RSET(s)

106

256

便，假定钢材的比热与温度无关，统一取值
为：
cs = 600 J / (kg.℃)

3 钢结构抗火分析
将前述火场分析中烟气温度曲线提取出
来作为结构抗火分析的基础，将其温度曲线

3.1.4 密度
根据试验研究，钢材的密度一般随温度

作用在防火分区直接着火区构件上，钢结构

的变化很小，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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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内外研究结构均给出了部分公式，折

s = 7950kg / m3

减趋势如下：

参考《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条文 5.1.1，可以直接参考表 5 进
行取值。midas Gen 软件中可以通过定义材料
特性的方式，考虑材料的热工系数。在 midas
Gen 中热工参数设置如图 10。

图 11 钢材高温强度折减系数
Fig.11 Reduction coefficient of high temperature strength
of steel

根 据《建 筑钢结 构防火技 术规范 》GB
51249-2017 条文 5.1.2，高温下结构钢的强度
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10 midas Gen 材料特性定义

20℃  Ts  300℃
1.0

−8 3
−5 2
1.24 10 Ts − 2.096 10 Ts
sT = 
(3)
−3
300℃  Ts  800℃
+9.228 10 Ts − 0.2168
0.5-T / 2000
800℃  Ts  1000℃
s


Fig.10 Midas Gen material properties definition
表 5：高温下钢材的物理参数
Table 5: Physical parameters of steel at high temperature
参数

符号

数值

单位

热膨胀系数

as

1.4Χ10-5

m/(m.℃)

热传导系数

s

45

W/(m.℃)

比热容

cs

600

J/(kg.℃)

密度

s

7850

kg/m3

式中：Ts 钢材的温度，℃；fT 为高温下钢材的
强度设计值，N/mm2；f 为常温下钢材的强度
设计值，N/mm2；ηsT 为高温下钢材的屈服强
度折减系数。
软件自动按照规范 5.1.2 进行设置，在
midas Gen 中该设置如下：

3.2 钢材高温力学性能[1]
根 据《建 筑钢结 构防火技 术规范 》GB
51249-2017 相关条文，钢材在高温下有如下
特点：
1）钢材的屈服强度和弹性模量随温度升
高而降低，且屈服台阶变得越来越小；温度
高于 300℃后，已无明显的屈服平台。
2）钢材的极限强度基本上随温度的升高
而降低，但在 180℃~370℃温度区间内，极限
强度有所提高，塑性和韧性下降。

图 12 midas Gen 强度折减系数设置

3）温度高于 400℃后，钢材的强度和弹
性模量开始急剧下降；温度达到 650℃时，钢

Fig.12 Midas Gen strength reduction factor setting

材基本丧失大部分强度。
3.2.1 钢材高温强度[4]

3.2.2 钢材高温弹性模量[4,5]

钢材的强度在 300℃后随温度的升高急剧
下降，是造成钢材高温承载力衰减的主要原

日本规范、澳大利亚规范 AS4100、ECS、同

高温下钢材弹性模量会发生折减，ECCS、
济大学等研究机构均给出高温折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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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为 2.0m，如下图所示：

图 15 热电偶竖向布置图

图 13 钢材高温弹性模量折减系数

Fig.15 Vertical arrangement of thermocouple

Fig.13 Reduction coefficient of elastic modulus of steel

根据本厂房的使用用途，选择《建筑钢

at high temperature

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条文 6.1.1.
公式（6.1.1-2）作对比；
6.1.1.2 对于以烃类物质为主的火灾，可
按下式确定：

规范公式与同济大学的公式是完全一致
的，根据《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条文 5.1.3，高温下结构钢的弹性
模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 − T = 1080  (1 − 0.325e
g

EsT = sT Es
 7Ts − 4780
 6T − 4760

 sT =  s
 1000 − Ts

 6Ts − 2800

− t /6

g0

− 0.675e

−2.5t

) (5)

式中： t 为火灾持续时间（min）；Tg 为

20℃  Ts＜600℃

火灾发展到 t 时刻的热烟气平均温度；Tg0 为
火灾前室内环境的温度（℃），可取 20℃。

(4)
600℃  Ts  1000℃

将根据实际火灾场景模拟的升温曲线和
规范推荐的烃类升温曲线比较，如下图：

式中：EsT 为高温下钢材的弹性模量(N/mm2)；
Es 为常温下钢材的弹性模量(N/mm2)；χsT 为高
温下钢材的弹性模量折减系数。
在 midas Gen 中该设置如下：

图 16 热烟气温度
Fig.16 Temperature of hot flue gas
图 14 midas Gen 弹性模量折减系数设置

从上图可以得知：规范推荐的升温曲线
和实际火灾场景计算的升温曲线具有明显差

Fig.14 Midas Gen Elastic modulus reduction coefficient
Settings

异，烃类曲线温度较高，呈现单调递增，与
实际火灾明显不一样，无法反应火灾的衰退

3.2.3 火灾热电偶烟气温度
根据火灾场景布置图及火源位置，在火

期，FDS 模拟的火灾有一定的火灾衰退，将
以上温度数据导入 midas Gen 中：

源上方设置 6 个热电偶，该热电偶可以探测火
源上方温度的变化趋势，每个热电偶竖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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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稳定系数；φ 常温下轴心受压钢构件的稳
定系数；αc 高温下轴心受压钢构件的稳定验
算系数。
该条文主要验算火灾作用下柱的稳定性，
根据构件温度考虑强度折减，也考虑了构件
温度及长细比对稳定系系数的折减，αc 可以
查看《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表 7.2.2 确定。

图 17 烟气温度曲线
Fig.17 Flue gas temperature curve

3.2.4.2 临界温度法
根据炉内火标准试验，构件承受一定的

3.2.4 钢结构抗火分析[1,2,5,6]

荷载，炉内火灾功率逐渐加大，即恒载升温。
当炉内构件温度达到某一数值时，构件发生

根据选择《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2017 条文 7.1 以及 7.2 可知，目前钢

破坏，此时的温度一般称为临界温度。《建

结构抗火分析的主要方法是承载力法和临界
温度法，该方法其实在《建筑钢结构防火技

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07 在

术规范》CECS 200-2006[2]就有相关的介绍。

7.2 节主要介绍了该种方法。根据荷载比查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3.2.4.1 承载力法

表 7.2.1，7.2.2，7,2,3，7.2.5-1,7.2.5-2 可得出

基于承载力验算法基本原理是取近似于

临界温度，将临界温度与某一时刻构件的温

常温下的验算方法，其区别是考虑了钢材在

度对比，即可判断构件的是否安全。

高温下的力学性能劣化，相当于对抗力进行

3.2.4.3 midas Gen 钢结构抗火分析

了相关的折减，根据折减的指标，可以简单
分为两类。

本文用 midas Gen 进行抗火分析，将前述
FDS 软件计算的烟气温度数据导入至软件中
进行火灾分析。为了避免火灾蔓延，消防工

第一类：对钢材强度折减，如《建筑钢
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条文 7.1.1：

程师设置了防火墙及防火卷帘等耐火极限达
到 3.0h 的构造措施形成独立的防火区间，所

火灾下轴心受拉钢构件或轴心受压钢构件的
强度应按下式验算：

N
 fT
An

以假定着火区为独立的区间，火灾不会蔓延。
（1）防火区间构件温度是根据烟气温度

(6)

计算而来的，并考虑热烟气与构件对流与辐

式中：N 火灾下钢构件的轴拉（压）力设

射的作用。软件根据《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

计值；An 净截面面积；fT 高温下钢材的强度设

规范》GB 51249-2017 条文 6.2.1 自动计算构

计值。

件的温度（裸钢升温公式）：
1 F
Ts = 
  (T -T )t
s cs V g s
 = c + r

该公式右边的 fT 考虑了高温对钢材强度
值的折减，可以参考《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
规范》GB 51249-2017 公式 5.1.2-1 进行折减。
第二类：对稳定系数折减，如《建筑钢

 r =  r

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条文 7.1.2：
火灾下轴心受压钢构件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

(8)
4

Tg − Ts

式中：t为火灾持续时间，s；Δt为时间步
长，取值不宜大于 5s；ΔTs 为钢构件在时间
（t，t+Δt）内的升温；Tg、Ts 分别为 t 时刻钢

验算：
N
 f
T A T

(Tg + 273) − (Ts + 273)
4

(7)

构件的内部温度和热烟气的平均温度，℃；ρs、

T = c

cs 分别为钢材的密度和比热容；F/V 为无防火
保护的钢构件截面形状系数，m-1;F 为单位长
度钢构件的受火表面积，m2;V 为单位长度钢

式中：N 为火灾下钢构件的轴向压力设计
值；A 为毛截面面积；φT 高温下轴心受压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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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件 的 体 积 ， m3;α 为 综 合 热 传 递 系 数 ，
W/(m2·℃)；αc 为热对流传热系数，W/(m2·℃)；
αr 为热辐射传热系数，W/(m2·℃)；εr 为综合
辐射率；σ 为斯蒂芬-波尔兹曼常数。
midas Gen 计算结果如下图：

（c）稳定验算比-z

4） 荷载比
图 18 防火区间构件温度
Fig.18 Component temperature in the fire zone

软件按照前述参数设置，严格执行《建
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条文
7.1（承载力法）及 7.2（临界温度法）进行验
算：
1） 强度验算比

（d）荷载比

5） 最高温度/临界温度

（a）强度验算比
（e） 温度比

2） 稳定验算比-y

图 19 构件验算比
Fig.19 Component checking ratio

选择其中一根杆件，查看其详细计算书：

（b）稳定验算比-y

3） 稳定验算比-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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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2 HC temperature rise curve

其组合应力比:

图 23 组合应力比
Fig. 23 Combined stress ratio

由此可见，采用规范的升温曲线，裸钢
计算一般很难通过，因此需要加防火保护措

图 20 承载力验算

施。

Fig.20 Bearing capacity calculation

4 结论
（1）针对于钢结构的火灾场景设置，目
前《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在第六章一笔带过，升温曲线仅仅给了
两种类型，即纤维类和烃类，且该升温曲线
单调递增，没有考虑到燃烧物殆尽及氧气减
少所带来的温度下降，比较《建筑钢结构防
火技术规范》[2]（CECS200：2006）可以明

图 21 临界温度验算

显发现新版规范《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2017 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Fig.21 Critical temperature checking

按照规范的两种验算方法，承载力法和
临界温度法计算结构都满足要求，火灾持续

（CECS200：2006）条文 6.2 中大跨空间结构
温度曲线废除，该曲线可以反映温度随火源

时间为 1200s，远远大于人员安全疏散时间
256s，即人员安全疏散后，结构在火灾作用

点远近的变化以及高度的变化，而标准升温
曲线及 HC 曲线仅仅与时间有关，曲线的选择

下处于安全状态，为消防官兵火灾扑灭及自
身安全提供时间。

不一样，火灾危险性也就不一样，因此合理
的选择升温曲线至关重。新版规范也在条文

（2）按照规范 6.1.1-2 公式升温曲线进行
抗火分析，前面已经介绍了该升温曲线的特

6.1.2 中明确指出了，一些火灾规模可以确定
的建筑，可以采用其他方式确定其火灾燃烧

征，
在 midas Gen 中可以定义：

模型，本文采用了 FDS 火灾模拟器进行火灾
烟气模拟，将提取的热电偶数据作为后续结
构抗火分析的烟气温度数据。
（2）人员疏散较为重要，正确的疏散路
径及合理的安全出口布置是应急救援的重要
保障。本文基于 STEPS 软件计算出人员安全
疏散的时间，一是可以和前述的烟气模拟的
最不利时间对比，判断人员是否可以安全疏
散；二是该时间对消防官兵应急救援以及结
构垮塌时间对比，可以判断结构是否在疏散
时间内发生垮塌。

图 22 HC 升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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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实际的火灾场景升温曲线和 HC

的相关参数可咨询厂家或送样至相关国家火

升温曲线导入 midas Gen 软件进行分析，可以

灾实验室做实体试验，以获得涂料相关的热

发现：实际的温度离地面越高，温度越低，

工参数。

且一般来讲，规范提供的升温曲线计算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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