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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克服平腹钢板面外刚度较低，容易屈曲且与混凝土黏结较弱的特点，将梯形波纹钢板引入PEC柱中，

形成梯形波纹腹板PEC柱截面形式。为研究其轴压承载性能，设计并完成5根不同长细比和不同横向系杆间距的
竖向梯形波纹腹板PEC柱轴压试验，得到PEC柱试件在轴压作用下的破坏形态、荷载–位移关系曲线、荷载–应变
关系曲线等。结果表明：所有柱的破坏失效模式具有相似性，都表现为翼缘鼓曲和混凝土压碎失效；由横向系杆、
翼缘、波纹腹板组成的约束形式能够较好地约束混凝土，提高混凝土抗压强度，增强构件延性，提高变形能力；随
着长细比增加，试件的初始刚度、峰值承载力均有所降低，但峰值后变形能力增强，延性较好；随着横向系杆间距
的减小，试件的初始刚度、峰值荷载和延性系数均增大，试件具有更优越的轴心抗压性能。将有限元模拟结果与
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在验证模型有效性的基础上，参考相关规范，结合试验结果和有限元拓展分析结果，利用叠
加原理拟合得到竖向梯形波纹腹板PEC柱在轴心受压状态下的承载力计算公式。公式计算结果可靠度较高，且具
有一定的安全储备，可为实际施工设计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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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ing Performance of PEC Column with Vertical
Trapezoidal Corrugated Web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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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troducing trapezoidal corrugated steel plates into PEC columns, a new cross-section form of PEC columns was proposed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s of flat web steel plates such as low out-of-plane stiffness, easy buckling, and weak bonding with concrete. Five vertical
trapezoidal corrugated web PEC columns with different slenderness ratios and different transverse tie bar spacing were tested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By studying its bearing capacity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the failure mode, load-displacement relationship curve and load-strain relationship curve of the specimen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load were obtained, and the law of its bearing capacity was further analyzed. The experimental study showed that the failure modes of all specimens were similar, which were compressed flange drum and concrete crushing failure. The
restraint form composed of transverse tie bars, flanges and corrugated webs could better restrain concrete, improve its compressive strength, improve the ductility of members, and enhance the deformation capacity. With the increase in slenderness ratio, the initial stiffness and peak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pecimen decreased, but the deformation capacity after the peak increased and the ductility was better. With the decrease of transverse tie bar spacing, the initial stiffness, peak load, and duct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specimen increased, and the specimen had a better axial compressive performance.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ABAQUS. Additionally, on the basis of verifying the validity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and referring to the relevant cod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was used to fit and obtain the bearing capacity calculation formula of vertical trapezoidal corrugated web PEC column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combined the test results and finite element exten收稿日期:2021 – 0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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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 parameter simul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calculated results we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hich had high reliability and a certain safety reserve.
Key words: corrugated web; PEC column; axial compression test;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bearing capacity formula

将钢材和混凝土组合在一起，形成能够共同作
用、协调变形的组合结构 [1]，组合结构能将混凝土抗
压能力强，钢材抗拉能力及塑性变形能力强的特点
相结合，达到“1+1>2”的组合效应。因此，具有优良
的抗震性能和延性性能，在建筑结构施工中得到了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型钢混凝土结构中混凝土可以分为封闭式和填
充式 [2]。分别对应于型钢全包裹混凝土结构和部分包
裹混凝土组合结构(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structure, PEC)。其中，部分包裹混凝土最初仅被设计为提
升钢框架的抗火性能 [3]，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
者们发现PEC结构是一种性能良好的新型结构。Chen
等 [4]对6个PEC柱试件做了循环往复荷载试验，结果
表明，“H”型钢翼缘对PEC柱的抗震性能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横向连接系杆对柱延性有较大影响，系杆
间距是影响翼缘鼓曲程度的重要因素。方有珍等 [5–8]
将卷边钢板和拉结板条引入PEC柱中，从强弱轴和抗
震角度分析，研究发现这种新型PEC柱可以很好的利
用钢板的屈曲后性能，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和变形
能力。赵根田等 [9–12]对PEC柱开展了轴心受压下的力
学性能研究，发现PEC柱的承载力与试件的含钢量和
混凝土强度呈正相关，提出了相应的承载力计算公式。
但以上研究都是基于平腹钢板，经研究表明平
腹钢板与混凝土之间的结合关系较弱，容易发生滑
移及面外屈曲，混凝土与腹板较早分离失去承载能
力。因此，在含波形钢板组合构件的相关研究基础上，
在PEC柱中引入梯形波纹钢板作为腹板，相比平钢板
具有更强的面外刚度和抗屈曲性能，可以进一步增
强对混凝土的约束效果，提高构件的承载能力 [13–16]。
作者设计了5根竖向波纹腹板PEC柱，对其进行
轴压试验，研究其轴压性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有限
元模型进行参数分析，结合相应规范提出此类截面
柱轴压承载力计算公式。

杆中心距型钢翼缘外边界距离为25 mm。竖向梯形波
纹腹板PEC柱制作过程如图2所示，其中，d、tw、bf、tf、
s分别为柱截面边长、腹板厚度、翼缘宽度、翼缘厚度
和横向系杆间距。观察区的横向系杆间距取值范围
包括标准试件100 mm、对照组60 mm、200 mm；试件
长细比标准试验试件取4.5，对照组试件分别取3.0和
6.0，具体参数见表1。
30
30

波纹（1 个周期）

短斜波段
平波段 长斜波段
单位：mm

图1
Fig. 1

梯形波纹腹板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pezoidal corrugated web

(a) 构件制作过程
系杆
加密区

25
tw=6

bf

tf=8
d
s=100

1 试验概况

观
察
区

1.1 试件设计及制作
本试验所有试件由型钢翼缘、竖向梯形波纹腹

系杆
加密区

板、横向系杆以及混凝土组成。横截面尺寸均为
200 mm×200 mm。腹板厚度为6 mm，翼缘厚度为8 mm，
腹板截面尺寸如图1所示，所用钢板采用Q235钢。
试件上下端部150 mm范围内为横向系杆加密区，
加密区横向系杆间距为50 mm，其余高度范围为试验
观察区。横向系杆采用直径为12 mm的光滑圆杆，系

60

135°

s=50

单位：mm
(b) PEC−1 构件示意图

图2
Fig. 2

竖向波纹腹板PEC柱轴心受压试件

Axial compression test piece of PEC column with
vertical corrugated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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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加载。在试件达到峰值承载力之前，加载速度为

试件设计基本参数

Basic parameters of specimen design

试件编号

截面尺寸 d×bf×tw×tf/
(mm×mm×mm×mm)

试件高度
H/mm

系杆间距
e/mm

PEC–1

200×200×6×8

900

100

PEC–2

200×200×6×8

600

100

PEC–3

200×200×6×8

1 200

100

PEC–4

200×200×6×8

900

60

PEC–5

200×200×6×8

900

200

0.2 mm/min；达到峰值承载力之后，加载速度增长到
0.3 mm/min。当承载力下降到峰值承载力的85%，或
者试件不能继续受力时停止加载。
PEC−1

轴压机
试件

1.2 材料的力学性能

位移计

钢材

1.2.1

钢板均为Q235级钢，钢板标准材性试件为板状
试件，按照《钢及钢产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

图4

试样制备》（GB/T2975—1998） [17]和《金属材料室

Fig. 4

温拉伸试验方法》（GB/T228.1—2010） [18]加工制作
标准材性试件，材性试件尺寸如图3所示。钢材的具
体材料属性参数见表2。

在柱竖向波纹腹板中部100 mm高度范围内，长

20

60

50 mm；在两侧钢翼缘中部区域布置9～15不等个应

100

20

测点布置

1.3.2

斜波段和平波段上布设6个竖向应变片，上下间距为
340

100

轴心加载试验装置
Axial load test device

20

变片；在柱横向系杆上布设2～7不等个应变片；在柱
中混凝土表面等间距布置3个应变片，如图5所示。
50 50

100

单位：mm

图3
Fig. 3

板状试件尺寸

Dimensional drawing of plate-shaped specimen
表2
Tab. 2

1

2

3

4

5

6

7

8

9

50

试验用钢材强度值

50

Strength value of steel for test

10 11 12

材料名称

屈服强度
fy/MPa

抗拉强度
fu/MPa

弹性模量
Es/(105 MPa)

6 mm钢板

276

450

2.01

8 mm钢板

292

465

2.03

横向系杆

371

455

2.05

(a) 竖向波纹腹板翼缘

(b) 翼缘

X-1
C-2

混凝土

1.2.2

X-2

本试验选用C30商品混凝土，其中，水泥强度为

50 50

42.5 MPa，混入碎石，粒径最大不超过16 mm，按照《混
X-3

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52—2012） [19]
的要求，同期制作3个尺寸为150 mm×150 mm×150 mm
的混凝土标准立方体材性试块，将其放置在与试件

(c) 横向杆系

柱同等的环境下养护28 d，立方体抗压强度fcu取3组
试验数据平均值38.8 MPa，混凝土弹性模量Ec根据规
范计算得30 384 MPa。
1.3 试验加载及测点布置
1.3.1

100

试验加载

图5
Fig. 5

C-1

单位：mm

C-3

(d) 混凝土

PEC–1应变片布置

PEC–1 strain gauge layout

为便于更加细致的描述试验现象，在PEC柱试件
混凝土表面以及钢翼缘表面均画了50 mm×50 mm的

本次轴心加载试验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结构与
抗震试验室YAW–5000型号轴压机上完成。试验加

小方格。为了测量试件在受压状态下的竖向和侧向

载装置如图4所示，本次轴心加载试验采取单调加

计，在轴压机底座上布置1个竖向位移计，布置方式

载方式，先对其进行预加载10 kN，数据无误后，进行

如图6所示。

位移，在PEC柱上、中、下3个位置布设3个横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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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面出现轻微鼓曲，且翼缘鼓曲约1.0 mm；随着加载
PEC−1

过程的进行，后侧混凝土面中部开裂越来越严重；当
竖向位移加载至17.9 mm时，后侧混凝土面区域内混
凝土大面积脱落，并且相应处翼缘鼓曲达2.0 mm；当
竖向位移加载至19.0 mm时，混凝土脱落现象更加严
重，翼缘鼓曲更加明显，且在翼缘鼓曲位置两端横向
连接杆容易断裂，此时承载力已下降至峰值承载力
的85%，故停止加载。PEC–1～PEC–5最终破坏形态
对比见图8，其中PEC–2～PEC–5有相似的破坏形态。

图6
Fig. 6

PEC−3

位移计布置

Displacement meter layout

PEC−1

PEC−4

PEC−5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试验现象及破坏形态
为更加准确描述试验现象，以黏贴混凝土应变
片一侧规定为试件前侧，布置位移计一侧为右侧，如
图7所示。由图7可见：以PEC–1柱为例，在加载初始
阶段，无明显变形现象，当竖向位移增加到6.8 mm时，
前侧混凝土面中上部方格内出现条长约5 cm的竖向
裂缝，随后出现多条密集的竖向短裂缝；当竖向位移
加载至8.8 mm时，后侧混凝土面中上部方格内出现
一条长约10 cm，宽约1.0 mm的横向裂缝；随着加载
位移的不断增加，混凝土面竖向裂缝逐渐增多，原有
的裂缝逐渐伸长。

(a) 混凝土开裂

(b) 翼缘开始鼓曲

(c) 翼缘鼓曲严重

(d) 混凝土脱落

图7
Fig. 7

PEC–1试件破坏形式

Damaged form of PEC–1 specimen

PEC−2

图8
Fig. 8

PEC–1～PEC–5最终破坏形态

PEC–1～PEC–5 final destruction morphology

2.2 荷载–位移曲线
图9为试件荷载–位移曲线。由图9（a）可见：当变
量参数为长细比时，试件柱在初始阶段的荷载–位移
曲线发展趋势比较接近，在荷载上升至750 kN前，3
条曲线几乎完全重合，此后，不同长细比的试件柱曲
线发生变化； PEC–2试件柱斜率最大，其次为PEC–1
和PEC–3，表明试件的初始刚度与试件长细比之间
呈现负相关性；PEC–1和PEC–3的承载力相近，但
PEC–2与PEC–3试件的峰值承载力差异值最大，可达
28%，证明长细比在3.0～4.5范围内变小时，试件柱的
峰值承载力提升幅度较大，但PEC–2柱在峰值后的
曲线下降速率明显，证明减小长细比虽然可以提高
试件的峰值承载力，但峰值后承载能力会明显下降。
对比分析PEC–3与PEC–1、PEC–2发现，长细比
为6.0的PEC–3柱的峰值后承载能力良好，这是因为
PEC–3柱在试验加载过程中发生了垂直于横向系杆
方向的弯曲变形，且由于竖向波纹腹板具有较大的面
外刚度，因此PEC–3试件柱弯曲过程缓慢，极限位移
很大，具有良好的峰值后承载能力。综上所述，长细
比变小时，试件柱的初始刚度变大，且峰值后承载能
力变差；在不同区间内变化时，长细比对试件峰值承载
力的影响程度不同，但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
由图9（b）可见：当变量参数为横向系杆间距时，
试件柱在初始阶段的荷载–位移曲线发展趋势较为

当竖向位移增加到13.8 mm时，右侧中部翼缘开

接近，系杆间距较小的PEC–4试件柱初始刚度最大，

始鼓曲；当竖向位移增加到15.0 mm时，左侧中部翼

其次为PEC–1、PEC–5，表明当横向系杆间距变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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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柱的初始刚度随之增大，这是因为横向系杆可

降低；当试件柱长细比从4.5减小至3.0时，柱承载力

以一定程度上保护内部混凝土，从而提高了试件柱

增加幅度为27%，初始刚度增大幅度为15%，延性系

的初始刚度。不同横向系杆间距的试件柱峰值承载

数降低幅度为21%，这是因为PEC–2柱的长细比较小，

力最大差异值仅为12%。PEC–5试件柱与PEC–1试件

其破坏模式为典型短柱破坏模式，即材料破坏，因此

柱相比，峰值前曲线趋势近似一致，但峰值后PEC–5

虽其峰值承载力较高，但峰值后承载能力较差，极限

柱承载力迅速下降，是因为横向系杆间距较大，对柱

位移较小，延性系数较低；当试件长细比从4.5增加至

中部混凝土和翼缘的约束不足，导致混凝土开裂现

6.0时，初始刚度相差幅度仅为9%，且峰值承载力差

象严重，翼缘鼓曲现象加剧，因此承载力迅速下降。

值几乎可以忽略，但其延性系数可提高2倍，这是因

PEC–4试件在屈服过后、峰值之前出现了一段较为

为PEC–3柱长细比相对较大，在加载过程中发生了

平缓的上升段，是因为该试件柱横向系杆间距较小，

弯曲变形，其破坏模式与中长柱破坏模式较为接近，

对混凝土和翼缘约束较强，在轴心受压作用下，混凝

既包括材料破坏又包括失稳破坏，属于延性破坏，因

土和翼缘的性能可以充分得到发挥。综上所述，当横

此延性表现良好。
初始刚度/(kN·mm−1)

向系杆间距减小时，试件的初始刚度和峰值荷载均
增大，试件具有更优越的轴心抗压性能。
3 000
2 500

荷载/kN

2 0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1 500

PEC−1

316.6
266.1

PEC−2

PEC−3

PEC−4

276.7

PEC−5

试件
PEC−1：H=900 mm
PEC−2：H=600 mm
PEC−3：H=1 200 mm

1 000
500

图 10
Fig. 10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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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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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 000
2 500
2 000
1 500

Specimen initial stiffen
特征点以及延性系数

Feature points and ductility coefficient

PEC–1 1 973.7

7.3

2 025.5

8.7

1 721.7

17.3

2.4

PEC–2 2 409.1

7.6

PEC–3 1 919.8

8.1

2 571.0

9.4

2 185.4

14.5

1.9

2 006.8

17.7

1 705.8

39.0

4.8

PEC–4 2 039.0
PEC–5 1 884.5

7.6

2 198.7

27.6

1 868.9

35.1

4.6

7.0

1 958.7

7.9

1 664.9

11.6

1.7

2.4 应变分析

PEC−1：s=100 mm
PEC−4：s=60 mm
PEC−5：s=200 mm

500

试件初始刚度

试件 屈服荷 屈服位 峰值荷 峰值位 极限荷 极限位
µ
编号 载Fy/kN 移∆y /mm 载Fp/kN 移∆p /mm 载Fu/kN 移∆u /mm

(a) 长细比变化

1 000

Tab. 3

40

位移/mm

荷载/kN

333.5

290.1

翼缘应变分析

2.4.1

为分析试件翼缘荷载–应变曲线变化趋势，以
PEC–1为例，提取翼缘荷载–应变数据，如图11所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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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25

30

35

40

位移/mm
(b) 系杆间距变化

图9
Fig. 9

荷载–位移曲线

Load-displacement curve

2.3 特征点分析
通过荷载–位移曲线可以计算出试件在屈服、峰

由图11可见：翼缘中轴线上的应变数据相比其他位
置应变数据较大，因为竖向波纹腹板与翼缘焊接部
位增强了该处的刚度，能够有效约束此处的翼缘变
形，因此，翼缘中轴线上的应变数据在整个加载过程
中呈一直增大的状态；加载前期，试件应变发展较为
缓慢，是因为此时混凝土主要承担受压作用，翼缘承
受作用较小，随着荷载不断增大，翼缘受力程度增大，

值以及极限状态下的特征点和试件的初始刚度和延

应变迅速发展；不同部位的应变数据随着加载过程

性系数µ，计算结果如图10和表3所示。由图10和表3

的继续进行，表现出增大或者反向发展等现象，这是

可见：当试件柱轴心受压，长细比由大变小时，试件

因为，此部位横向系杆被拉断，在加载后期受压翼缘

柱的峰值承载力和初始刚度相应提高，但延性系数

发生鼓曲，鼓曲部位的应变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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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发展，且都出现在峰值应变之后，如图11中箭头
所指；其他部位峰值应变均出现在峰值荷载附近，峰
值过后应变迅速发展，这与峰值荷载后翼缘鼓曲现
象加剧现象所吻合。
2 500
2：右侧翼缘
1~10：应变片

荷载/kN

2 000
1 500

2−1
2−4
2−5
2−6
2−8
2−9
2−10

1 000
500
0
−5 000

0

−10 000

−15 000

−20 000

应变/10−6

图 11
Fig. 11

PEC–1试件翼缘荷载–应变曲线

Flange load–strain curves of PEC–1 specimen

混凝土应变分析
为分析试件混凝土竖向应变发展情况，提取试
件混凝土应变数据，如图12所示。由图12可见，所有
试件的混凝土最大压（拉）应变均出现在峰值荷载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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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由图12（a）可知：长细比变化时，PEC–2柱的混凝
土应变发展最快，其次为PEC–1柱，发展最慢为
PEC–3柱，这是因为，PEC–2柱长细比较小，受到压
力作用时混凝土承压明显，因此应变发展速度最快，这
也与PEC–2柱翼缘发展较快现象相一致。由图12（b）
可知：当只改变横向系杆间距时，PEC–4柱混凝土应
变发展最快，其次为PEC–1柱，最慢为PEC–5柱，这
是因为，此时PEC–4柱横向系杆间距较小，能够有力
的保护混凝土和翼缘。因此，试件刚度较大，承受荷
载增大，造成混凝土应变发展迅速。
横向杆系应变分析
为分析横向系杆应变发展情况，提取试件横向
杆系数据，如图13所示。由图13可见，横向系杆、两侧
翼缘和腹板形成的空间形式能够有效约束混凝土，
增强构件的变形性能，提高其承压能力，该作用可称
为“套箍”作用。横向杆系应变发展规律与混凝土应
变发展规律类似，峰值应变出现在峰值荷载处。加载
初期核心混凝土对横向系杆没有作用力，因此大部
分试件的应变发展缓慢，随加载过程进行，混凝土受
压产生明显横向变形，使横向系杆受到了水平方向
的拉应力，随之拉应变迅速发展。由图13（a）可见，长
2.4.3

2 500

3 000

2 000

2 500

荷载/kN

荷载/kN

2 000
1 500
1 000
PEC−1
PEC−2
PE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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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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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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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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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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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kN

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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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4
C−1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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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
应变/10−6

Fi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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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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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杆间距变化

图 12

1 500 2 000
应变/10−6

(a) 长细比变化

(a) 长细比变化

500

1 000

1 500 2 000
应变/10−6

2 500

3 000

(b) 系杆间距变化

混凝土应变发展情况

Concrete strain development

1 000

图 13
Fig. 13

横向系杆应变发展情况

Strain development of transverse tie b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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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比变化时，长细比较小的试件横向系杆应变发展
较为迅速，这是因为此时试件承压较多，混凝土与翼
缘应变受力较快。由图13（b）可见，当横向系杆间距
变化时，由于PEC–5横向系杆间距较大，试件的横向
系杆应变发展迅速，过早破坏，因此，未能采集到相关
应变数据。观察PEC–1和PEC–4发现，随着横向系杆间
距的增大，试件横向系杆应变发展增大，较早进入屈服。

3.2 材料本构

3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各向异性材料，由于混凝土在受力过程中受到翼缘、

3.1 模型建立

横向系杆约束混凝土的应力–应变模型。采用改造后

考虑钢材的屈服平台段 [21] ，结合试验所用钢材
的材性试验数据，对型钢和横向系杆部件均选用三
折线本构模型 [22]，取Es=2.02×105 MPa，泊松比ν=0.3，
硬化系数E取0.01，屈服强度fy=290 MPa。
与钢材的各向同性不同，由于混凝土的组成具
有不均匀性，且结构内部存在微裂缝，故混凝土属于
腹板和横向系杆的三向约束，因此考虑采用能反映

为进一步研究长细比与横向系杆间距对构件承

的Kent–Park模型 [23]，使其能更精准地模拟配箍柱的

载力的影响，利用ABAQUS建立有限元模型。为使型

力学行为。

钢翼缘与混凝土的接触分离效果更加明显，型钢翼

3.3 初始缺陷

缘，混凝土和横向系杆均选用C3D8R六面体线性缩

竖向波纹腹板PEC柱是由型钢、混凝土及横向系

减积分单元，这种实体单元可适用于内填混凝土与

杆组成，其中，型钢在实际加工以及运输安装过程中，

翼缘钢板之间剪力接触分析，同时可以避免出现剪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几何变形和初始缺陷，这

力自锁现象；波形腹板采用壳单元，可以适用于较大

使得试件的变形会首先从具有几何缺陷的部位产生。

程度的变形，能够较为真实地模拟出试件的破坏情

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模拟试件的实际受力性能，采

况；腹板、翼缘、横向系杆之间的接触全部设置为

用一致模态法对模型施加初始缺陷。在模拟前，对钢

Tie（绑定）连接。腹板与混凝土及横向系杆与混凝土

构件进行屈曲模态分析，根据试验试件破坏现象，选

接触选取面面接触方式，界面法线方向的接触采用

取合适的屈曲模态，引入模型中。

“硬接触”，切线方向采用库仑摩擦接触，摩擦系数

3.4 模型验证
试件模拟，其试验荷载–位移曲线如图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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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Fig. 14

荷载–位移曲线对比

Comparison of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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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4可知：有限元模拟结果的荷载–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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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与实际曲线差异不大，弹性阶段两曲线几乎重合，说

2）混凝土计算面积取实际面积，且不考虑混凝

明有限元模型能够准确地模拟试件的刚度，有限元

土的抗拉强度和型钢的局部屈曲，忽略作用于型钢

模拟的峰值承载力和试验试件的峰值承载力大小吻

上的侧向力。

合度较高，误差均保持在6%之内。模拟的峰值荷载

3）受压边缘混凝土极限压应变εcu取0.003，受压

比试验结果偏大，这是因为，在模拟计算中，各部件

区应力图形简化为等效矩形应力图，高度取0.8倍的

之间的连接处于理想状态，而在试验中，各部件之间

平截面假定所确定的中和轴高度。

的连接会存在部分偏差，混凝土与型钢构件之间的

4）型钢的应力等于型钢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

连接并不能完全理想且保持一致，且试件加工和安

积，绝对值不大于其相应的强度设计值，型钢受拉翼

装定位在一定程度内存在误差，这都是导致偏差的

缘的极限拉应变取0.01。

原因。

4.1 轴心受压承载力计算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将部分模型的

轴心受压试件的变量参数为长细比和横向系杆

最终破坏模拟图与试验试件进行对比，如图15所示。

间距。横向杆系的影响可利用约束混凝土本构转化

由图15可知：有限元模型能够较准确地模拟出混凝

为混凝土强度，长细比的影响则是通过引入影响系

土和型钢翼缘的分离和翼缘鼓曲，模拟破坏模式与

数η来实现，最终通过模拟和拟合确定其计算表达式。

试验试件的破坏模式吻合良好。综上所述，有限元模

考虑横向系杆和翼缘对混凝土的约束时，将截

拟结果和试验结果高度一致，验证了有限元模型的

面分为强约束区域混凝土和弱约束区域混凝土，且

有效性。因此，有限元模型能够模拟波纹腹板PEC柱

由于拱效应的存在，其交界面为二次抛物线 [24]。为了

的力学行为，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参分析，为其承载力

简化计算，且使公式保有一定的冗余度，在抛物线顶

公式提供依据。

点处做与腹板平行的切线，将强弱约束区域边界由
二次抛物线简化为直线，如图16所示。图16中，a c 的

Mises 应力/MPa

（平均：75%）

确定方法参照文献[25]。当bf＜0.25dw时，ac=0；当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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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Fig.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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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Fig. 15

约束混凝土区域简化图

Simplified diagram of confined concrete area

按照叠加原理，本文将波纹腹板PEC柱在轴心受
压下的正截面承载力看做3个部分相加：强约束混凝
土区域的承载力、弱约束混凝土区域的承载力和型
(d) PEC−5 试验

模型与试件最终破坏形式对比

Comparison of the final failure form between the
model and the specimen

4 轴心受压承载力
因为影响PEC柱正截面承载力的因素有钢材强
度、混凝土强度及构件长细比，因此，竖向波纹腹板
PEC柱轴心受压状态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假定如下：

钢的承载力，计算公式如下：
Naxi = 0.7η( fcs Acs + fc Acw ) + η fa Aa

（1）

式中：Acs为强约束区域混凝土面积；Acw为弱约束区
域混凝土面积；f cs 为强约束混凝土抗压强度；f c 为混
凝土抗压强度；0.7为考虑钢板承载力滞后的混凝土
强度折减系数；η为考虑长细比的承载力系数，计算
公式如下：
λ

η = (1.6e− 2.2 + 0.8)

约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在Mander等

（2）
[26]

提出的基

1）截面应变分布符合平截面假定。钢材和混凝

础上，将数据和有限元模拟数据代入进行拟合，得到

土协同受力，受力期间满足内外力平衡和变形协调

适用于本文试件的约束混凝土抗压强度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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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4 f1
f1
fcs = fc − 1.254 + 2.254 1 +
−2
fc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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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与强约束区域混凝土体积之比。

大，试件具有更优越的轴心抗压性能。
3）在验证了模型有效性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
关规范，结合试验结果和有限元模拟，通过拟合得到
适用于截面的核心混凝土抗压强度公式，并通过叠
加原理得到竖向波纹腹板PEC柱在轴心受压下的承
载力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靠度较高，且具有一定的
安全储备。
4）实际施工过程中在保证满足规范要求的前提
下，应控制PEC柱的理论长细比不小于4.5，这样既可
以保证柱的承载能力，又可保持较好的延性；如实际
设计条件已规定长细比可通过增加横向系杆间距来
增强其变形能力。

4.2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参考文献：

1
f1 = ke ρs fyh
2
ke =

（3）
（4）

Acs
Ac

（5）

式（3）～（5）中，f 1 为强约束区域混凝土表面的等效
均布横向压应力，ke为有效约束系数，Ac为混凝土截
面面积，fyh为横向系杆的屈服强度，ρs为横向系杆体

根据波纹腹板PEC柱在轴心受压承载力计算公
式（1），得到试件承载力的理论值，表4为理论计算值
与试验值的比较结果。由表4可知，通过公式（1）计算
得到的波纹腹板PEC柱的承载力大小与试验试件的
承载力大小吻合程度良好，多数试验值高于理论值，
表明公式计算结果偏于安全，且误差均控制在10%之
内。说明此承载力计算方法可以用于波纹腹板PEC柱
的轴心受压承载力预测。因此，公式（1）能够为波纹
腹板PEC柱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表4
Tab. 4

公式（1）计算结果与试验承载力对比

Comparison of formula（1）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test bearing capacity

试件编号

承载力
（试验值）/kN

承载力
（计算值）/kN

承载力（计算值）∶
承载力（试验值）

PEC–1

2 025.5

2 057.4

1.02

PEC–2

2 571.0

2 468.4

0.96

PEC–3

2 006.8

1 851.6

0.92

PEC–4

2 198.7

2 059.7

0.94

PEC–5

1 958.7

2 055.5

1.05

5 结

论

1）竖向梯形波纹腹板PEC柱的破坏失效模式具
有相似性，即都表现为受压翼缘鼓曲和混凝土压碎
失效。翼缘鼓曲均出现在非加密区，且未被横向系杆
约束的部位，证明横向系杆能够有效抑制翼缘的鼓
曲。横向系杆、翼缘和波纹腹板组成的约束能够较好
地约束核心混凝土，提高其强度，使其具有更好的变
形能力。
2）竖向梯形波纹腹板PEC柱处于轴心受压状态
时，随着长细比由大变小，试件柱的初始刚度变大，
峰值后承载能力变差，长细比在不同区间内变化时
对试件峰值承载力的影响程度不同，但均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负相关性。当试件的横向系杆间距由大变
小时，试件的初始刚度、峰值承载力和延性系数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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