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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工程结构的跨径和抗力水平，本文进行了高强钢管约束自应力混凝土（high-strength steel tube

confined self-stress concrete, HSTCSC）短柱的增强机理与受力性能研究，开展了7根大尺寸HSTCSC短柱和1根对比
柱的轴压性能试验，试验中所有试件的套箍系数均大于3；讨论自应力混凝土强度、截面类型和截面空心率等因
素对HSTCSC短柱的轴压性能影响规律。结果表明：1）自应力混凝土短柱具有明显的脆性劈裂或剪切破坏特征，
而HSTCSC短柱具有较好的变形能力和较高的承载力，发生腰鼓型屈曲破坏。2）自应力混凝土在圆形截面高强钢
管约束条件下养护比在无约束条件下养护具有更高的弹性模量和强度，自应力混凝土微膨胀作用和高强钢管环
向约束的双重作用显著提高了HSTCSC短柱的轴压受力性能。3）自应力混凝土强度和截面空心率的增加均能提
高HSTCSC短柱的受力性能，但自应力混凝土强度的增加对HSTCSC短柱受力性能的提升幅度有限，双层圆形截
面HSTCSC短柱强化段具有更高的刚度，明显优于单层圆形截面HSTCSC短柱的受力性能。4）圆形截面高强钢管
对自应力混凝土的约束能力优于方形截面高强钢管，自应力混凝土强度的增加对方形截面HSTCSC短柱轴压性
能的影响不明显，且空心率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双层方形截面HSTCSC短柱的变形性能。
关键词:高强钢管；自应力混凝土；荷载–变形曲线；破坏形态；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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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pan and resistance level of engineering structures, the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and axial compress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trength steel tube confined self-stress concrete (HSTCSC) short column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Seven large size HSTCSC and one control short columns were tested to investigate their uniaxial compression performance; the confining coefficient of all specimens in
the test were greater than three. The influence of the self-stress concrete strengths, the types and hollow rates of the cross section on axial compression performance of the HSTCSC short columns was discussed in detail.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HSTCSC short columns presented obvious waist drum-type failure mode with significant brittle splitting or shear disruption features, and it possessed an high axial bearing capacity and
deformation performance. 2) The elastic module and compression strength of the HSTCSC short columns under the confined condition of steel
tube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confined condition. Moreover, the axial compression properties of HSTCSC short column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self-stress concrete micro-expansion and hoop constraint of high-strength steel tube. 3) The mechanical per收稿日期:2021 – 05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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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nce of the HSTCSC short columns was greatly improv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elf-stress concrete compression strength and section hollow
rate;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creasing self-stress concrete compression strength on the mechanical performance is limite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HSTCSC short columns with double-layer circular section had a higher reinforcement segment stiffness, which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ingle-layer circular section. 4) The constraint performance of circular sectional high-strength steel tube on self-stress concret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ectangular section, and the effect of the increasement of section hollow rate on the axial compression properties of the HSTCSC short columns was not obvious. Moreover, the deform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STCSC short columns with double-layer circular section will
be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ection hollow rate.
Key words: high-strength steel tube; self-stress concrete; load-deformation curve; failure mode; bearing capacity

钢管混凝土结构由于具有强度高、变形能力强
和施工方便等优点 [1]，在桥梁结构、高层建筑和大跨
度结构等工程结构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混凝土
具有收缩和徐变的固有属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
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受力性能，尤其是在大体积混凝
土施工时，由于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特性，导致钢管
和混凝土间极容易出现脱空、粘结不牢和蜂窝麻面
等现象 [2]，且在构件受荷变形过程中，由于钢管与混
凝土变形不协调，钢管难以一直为混凝土提供足够
的约束力，导致钢管混凝土柱可能会出现轴向承载
力陡然下降的脆性破坏 [3–5]，这严重影响钢管混凝土
结构的整体受力性能。自应力高强混凝土的出现，正
好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自应力混凝土在钢管内养
护和凝结硬化期间就处于围压状态 [6]，提升了钢管混
凝土结构的受力性能，从而扩大了其工程应用范围。
目前，关于钢管自应力混凝土柱的研究已经取
得一些成果。徐礼华等 [7] 对圆钢管自应力混凝土短
柱的轴压性能试验研究发现，自应力的存在可以明
显改善高强混凝土的脆性，柱子轴压承载力随自应
力的变化曲线为二次抛物线，其测得最佳自应力水
平（混凝土自应力与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比值）为
0.091 5。樊舰艇 [8]对5根钢管自应力混凝土短柱的试
验研究发现，膨胀剂的掺量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存
在一个最佳值，最佳膨胀剂掺量为12%，此时试件的
极限承载力提高最多。徐礼华等 [9] 对钢管钢纤维自
应力自密实柱轴压性能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初始
自应力将提高短柱的刚度和承载力，但会损失其变
形能力，掺加钢纤维能减小自应力引起的变形损失，
改善CFST柱的变形能力。Krishan等 [10]对长径比约为
9的钢管自应力混凝土柱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自应力为2 MPa时，径厚比为93的钢管混凝土柱承载

的粘结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应力值越大，
钢管自应力高强混凝土柱的抗剪粘结强度也越大。
目前关于钢管自应力高强混凝土比较一致的结论有：
相同混凝土强度情况下，钢管自应力混凝土比普通
CFST短柱的轴压承载力可以提高4%～20%；钢管自
应力混凝土能够延缓混凝土的裂缝开展，轴压荷载–
位移曲线的弹性段极限荷载比普通钢管混凝土高，
甚 至 能 达 到 极 限 荷 载 的 90%； 自 应 力 对 短 柱 承 载
力的影响成二次抛物线分布，存在一个最佳的自应
力值。
综上所述，关于钢管混凝土柱的研究中，混凝土
强度集中在80 MPa以下，钢管强度在500 MPa以下，
截面形式多采用圆形，而对方形截面、复式钢管结构
和径厚比<15的厚壁钢管混凝土结构研究较少，且较
少涉及高延性高强钢管和自应力混凝土。一般情况
下，高延性高强钢和较厚的钢管壁对抵抗冲击、爆炸
荷载更加有利，且结构承载力和变形能力相对更好，
在防护工程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本文结合防
护工程新结构研发的实际需求，开展了大尺寸高强
钢管约束自应力混凝土（high-strength steel tube confined self-stress concrete，HSTCSC）短柱的轴压性能
试验研究，分析了混凝土强度、截面类型和截面空心
率等因素对HSTCSC短柱轴压性能的影响规律，揭示
HSTCSC轴压短柱的典型破坏形态和约束增强机理，
得到了大尺寸HSTCSC短柱轴压荷载–变形全曲线。
相关结果为高强钢约束自应力混凝土结构在防护工
程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1 试验方案
1.1 试件设计
共设计7根大尺寸HSTCSC短柱试件，试件高度

力提高10%以上，弹性段承载力能够提高20%～33%，

均为400 mm。为了避免试件发生失稳破坏，圆形截面

轴向应变提高24%～34%。朱美春等 [11] 对矩形钢管

HSTCSC短柱的长径比 l0 ∶D = 2.38 ，方形HSTCSC短

自密实自应力混凝土短柱轴压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

柱的长宽比为 l0 ∶b = 2.63。试件C0为试验基准组，试

发现自应力的存在使得轴压过程中混凝土始终处于

件SC1～SC3主要研究自应力混凝土强度对HSTC-

三向受压应力状态，弹性阶段可到极限荷载的85%

SC短柱受力的影响，试件SC2和SC4研究截面形状对

以上，初始应力使矩形短柱的极限承载力提高了

HSTC–SC短柱受力的影响，SC5～SC7研究截面空心

15%以上。周鹏华等

[12]

对自应力高强混凝土与钢管

率对HSTCSC短柱受力的影响，试件参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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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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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参数

Specimen parameters

直径/mm

壁厚/mm

高度/mm

混凝土强度等级

钢管屈服强度/MPa

套箍系数θ

空心率/%

C0

143

0

400

C60

—

—

0

SC1

168

12.5

400

C70

554

3.13

0

SC2

168

12.5

400

C60

554

3.56

0

SC3

168

12.5

400

C50

554

4.21

0

SC4

152

12.5

400

C60

554

4.05

0

SC5

外168，内76

内12.5，外12.5

400

C70

554

3.13

0

SC6

外168，内76

内12.5，外12.5

400

C70

554

3.13

15.1

SC7

外168，内108

内12.5，外9.5

400

C70

554

3.13

47.4

型号

截面形式

注：S为高强钢管；C为自应力混凝土；θ 为套箍系数，θ=As−out fy /Ac fck ，其中，As−out 为外侧钢管横截面积，Ac 为自应力混凝土横截面
积， fck 为自应力混凝土棱柱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fy 为钢管屈服强度。

向压缩变形，位移传感器量测标距均为 400 mm。在

1.2 试验装置和测点布置
为了提高试验数据的采集精度，自应力混凝土

试件高度的1/2处，对称布置4个横向应变片和4个轴

短柱选用250T级MTS液压伺服试验机，而大尺寸的

向应变片，横向应变片编号分别为h 1 、h 2 、h 3 和h 4 ，轴

HSTCSC短柱试件承受轴向荷载的能力较高，选用

向应变片编号分别为v1、v2、v3和v4，横向平均应变值εh =

2000T级（YAW–20000J）液压伺服试验机，如图1所

(εh1 +εh2 +εh3 +εh4 )/4，轴向平均应变值εv = (εv1 +εv2 +εv3 +

示。图1中，在试件的侧面，分别对称布置2个激光位

εv4 )/4。所有数据均通过TDS–7130静态数据采集仪进

移传感器和2个线性位移传感器，用来测量试件的轴

行采集，自应力混凝土开裂情况由人工进行观察并记录。

自应力
混凝土

高强钢管

εh1
线
性
位
移
计

激
光
位
移
计

横向应变
1
LVDT

轴向应变

LVDT
1

εv1
εh2

εh4
εh3
(a) 横向应变

图1
Fig. 1

εv2

εv4
εv3

(b) 轴向应变

试验加载装置及测点布置示意图

Load device of the test and arrangement of measure points

采用位移控制的方式进行加载，预加载时的加

合而成，自应力混凝土28 d立方体抗压强度分别为62、

载速率为0.2 mm/min，当荷载达到200 kN时，停止加

74和84 MPa，弹性模量分别为47、44和44 GPa，见表2。

载并保持荷载1 min，随后卸载至0。反复进行预加载，

按照《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并根据测点的实际变化情况对试件位置进行调整，

（GB/T 50082—2009） [13]进行自应力混凝土自由膨

直至试件轴向应变误差小于10%，认为试件已位于承

胀率的测量，见图2。试验测得C50、C60和C70的自应力

压板中心且受均布荷载。正式加载时的加载速率为

混凝土的膨胀率分别为0.001 85、0.001 67和0.001 97 。

0.50 mm/min，加载过程中不断观察和记录试件的裂

自应力是由于钢管自应力混凝土短柱中自应力

缝扩展和轴向变形情况，当试件轴向变形过大或者

混凝土体积膨胀受到抑制而产生的，是在严格控制

出现不稳定情况时，立刻停止加载。

骨料级配的情况下，通过掺入一定量的膨胀剂，使得

1.3 材料力学性能

混凝土在水化过程中产生一定的体积膨胀，进而弥

自应力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为C50、C60和C70，
主要由水泥、粉煤灰、砂石、抗裂剂、矿粉和减水剂等混

补混凝土因收缩和徐变产生体积收缩的不足，达到
提高混凝土性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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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应力混凝土材料参数

Material parameters of concrete

型号

坍落度/mm

扩展度/mm

含气量/%

密度/(kg·m–3)

fcu/MPa

fck/MPa

Ec/GPa

最终自由膨胀率

C50

210

470，460

5.5

2 385

62

50

47

0.001 85

C60

247

630，620

3.7

2 390

74

59

44

0.001 67

220

570，590

4.3

2 440

84

67

44

0.001 97

C70

形高强钢管自应力混凝土短柱。值得注意的是，试件
SC2轴向变形达到131 mm（轴向应变约为32.75%）时，
高强钢管达到其环向抗拉强度极限值，瞬间发生破
裂并伴随巨响，对试验安全产生巨大的威胁。考虑到

图2
Fig. 2

自应力混凝土微膨胀率测量

Micro-expansion ratio measurement of concrete

试 验 用 高 延 性 高 强 钢 管 采 用 27硅 锰 材 质 ， 按
照《金属材料拉伸实验 第1部分：室温实验方法》
（GB/T 228.1—2010）

[14]

C0

SC1

SC2

SC3

SC4

SC5

SC6

SC7

中的相关规定制作了4根高

强钢单轴拉伸试件，试件总长300 mm，宽50 mm，厚
6.8 mm，其中，有效拉伸区段长120 mm，宽20 mm，如
图3所示。测得高延性高强钢管的弹性模量为194 GPa，
屈服强度为554 MPa，抗拉极限强度为753 MPa，断后
伸长率为20%，屈强比为0.74。

A
Lt=300

图3
Fig. 3

20

R15

A−A
6.8
b0=20

50

75

Lc=120
L0=100
A

单位：mm

试件尺寸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specimen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破坏形态
图4为试件的破坏形态。由图4可以看出：自应力
混凝土短柱发生斜剪破坏，且表现出明显的脆性劈
裂破坏特征；高强钢管约束自应力混凝土短柱发生
腰鼓型屈曲破坏，属于延性破坏。两者的区别是高强
钢管自应力混凝土短柱发生屈曲现象滞后，且表现出更
好的延性特征和变形能力。高强钢管屈服之前，荷载
随位移近似线性增加；高强钢管发生屈服后，HSTCSC
短柱的荷载–位移曲线斜率明显下降，直至试件发生
破坏为止。其中，方形高强钢管自应力混凝土短柱达
到屈服强度后，其荷载–位移曲线的斜率明显小于圆

图4
Fig. 4

试件破坏形态

Failure morphology of the test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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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破坏特点和变化规律的相似性，后续试验均加
载至60 mm（轴向应变约为15%）左右，此时高强钢管
环向应力在其抗拉屈服强度附近，可保证仪器的可
靠性和试验安全。
为了深入探究高延性高强钢管与自应力混凝土
间相互作用机理，取其中两个试件SC1和SC4，用切
割机将外层高强钢管从试件中间位置切开。图5为
HSTCSC短柱破坏模式，当高强钢管被完全割开后
（并未切割到内部自应力混凝土），很容易就能将高
强钢管中的自应力混凝土掰开成两半，且自应力混
凝土界面剪切滑移线与轴向的夹角大约为30°～45°，
如图5（a）、（b）所示，说明核心自应力混凝土界面黏
界面滑
移线

(a) 试件 SC1 内部破坏情况

(b) 试件 SC4 内部破坏情况

图5
Fig. 5

HSTCSC短柱破坏模式

2.2 轴向应力–应变全曲线
试件C0实测轴压强度与自应力混凝土圆柱体抗
压强度值（即立方体抗压强度换算值）相近，而弹性
表3
Tab. 3
型号
C0

53.0

(c) 捶击测试

Failure mode of the HSTCSC column

综上所述，在自应力混凝土的微膨胀作用和高
强钢管约束的双重作用下，高强钢管自应力混凝土
短柱表现出较好的受力性能，其中，圆形截面高强钢
管对自应力混凝土约束作用优于方形截面高强钢管，
且局部变形较小，没有出现高强钢管和自应力混凝
土分离的情况。

E ′/GPa

结结构已经遭到破坏，其抗剪强度很低。用小锤多次
捶击HSTCSC短柱外壁（图5（c）），自应力混凝土仍
然牢牢嵌在高强钢管中，表明自应力混凝土和高强
钢管间仍然具有很强的黏结力。这是因为高强钢管
在自应力混凝土凝结硬化的过程中，随着混凝土体
积的不断膨胀，逐渐产生沿环向的约束应力，进一步
提高了自应力混凝土与高强钢管间的黏结强度，表
现出良好的共同受力性能。此外，试件SC1的高强钢
管和自应力混凝土在鼓曲位置处紧密黏结，没有出
现分离的情况，在鼓曲位置处试件SC4自应力混凝土
被压碎（图5（b）），表明圆形截面高强钢管对自应力
混凝土的约束效应要优于方形截面高强钢管。
混凝土破碎
区域
界面滑
移线

混凝土破碎
区域
界面滑
移线

界面滑
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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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量比标准试件测量值提高了20%，如表3所示。试
验中所有圆形自应力混凝土短柱长细比为2.8，均大
于圆柱体标准试件的长细比2，而试验测得轴压强度
并没有降低。表明自应力混凝土在圆形截面高强钢
管约束条件下养护比在无约束条件下养护具有更高
的弹性模量和抗压强度，这与文献[15–16]的研究相
符，围压状态改善了自应力混凝土的界面结构和空
隙结构，从而提高了自应力混凝土密实度，进而增强
了自应力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自应力混凝土短柱的轴压试验结果

Axial compression test results of concrete short columns

E/GPa

fc′ /MPa

fc/MPa

横向变形系数

极限荷载/kN

直径（边长）/mm

长细比

44.0

60

61.3

0.196

963

143

2.8∶1.0

注： E ′ 为自应力混凝土短柱弹性模量试验值， fc′ 为自应力混凝土短柱抗压强度试验值，f c 为圆柱体抗压强度，f c 和f cu 的比值根据
CEB-FIP[17]给出（欧洲协会CEB采用直径152 mm，高305 mm的圆柱体试件）。

试件SC2的轴压应力–应变全曲线和其切线模量–

土发生开裂，此时弹性阶段结束；随着荷载的不断增

应变全曲线（对轴向应力–应变曲线求1阶，可以得到

加，自应力混凝土裂缝不断扩展并出现新的裂缝，当

切线模量–应变曲线）分别如图6和7所示。根据切线

轴向应变达到0.003 左右时，切线模量出现明显的拐

模量的变化，可以将试件SC2轴压应力–应变全曲线

点，此时高强钢管达到其屈服强度，随后试件进入塑

分为弹性阶段（OA）、弹塑性阶段（AB）、强化阶段

性变化阶段；当轴向应变达到0.015左右时，试件进入

（BC）和破坏阶段（CD）。

塑性强化段，直到试件发生破坏为止。

从图7可以看出：当轴向应变约为0.002 188时，

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其余试件的轴向应力–应变

切线模量最大且出现显著的拐点，表明自应力混凝

全曲线的相关特征，并标出轴压应力–应变全曲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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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分别提高了34%和54%，表明空

400
C点

350

心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HSTCSC短柱的轴
向抗压能力，是因为内侧高强钢管替代了部分核心

300

区混凝土的作用，使得构件的截面面积减小，进而提

B点

250
200

高了HSTCSC短柱的受力性能，如图8（b）所示。

钢管屈服点
A点

150

400

100

350

50

300
D点

0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平均应变

图6
Fig. 6

应力/MPa

应力/MPa

61

SC2应力–应变全曲线

C70（圆形）

C60（圆形）

250
200

C50（圆形）

C60（方形）

150
SC1（C70 圆形）
SC2（C60 圆形）
SC3（C50 圆形）
SC4（C60 方形）
强化段起点

100

Full load–strain curve of SC2

50

100
0
0

0.04 0.08 0.12 0.16 0.20 0.24 0.28 0.32 0.36
平均应变

弹性段终点

(a) 自应力混凝土强度
60
640
40

空心率 47%（双层）

钢管屈服点
20

480

强化段开始点

0
0

0.005

0.010

0.015

0.020

0.025

0.030

400
空心率 0（双层）

320
240

空心率 0
SC1 （单层）
SC5
SC6
SC7
强化段起点

平均应变
160

图7
Fig. 7

空心率 15%
（双层）

560

应力/MPa

切线模量/GPa

80

切线模量–应变全曲线

80

Full curve of tangent modulus–axial strain

0

强化段开始点或者荷载峰值点，如图8所示。试件强

0

0.02 0.04 0.06 0.08 0.10 0.12 0.14 0.16

化段开始点大约在0.015，与试件SC2的分析结果吻

平均应变

合。此外，为了便于分析试件受力性能，取轴向应变

(b) 截面空心率

图8

为0.10左右时的荷载为HSTCSC短柱的极限承载力
进行比较，HSTCSC短柱承载能力对比见表4。

Fig. 8

由图8和表4中可见，试验加载初期，即弹性变形
阶段，所有试件的变形情况基本相同，进入弹塑性阶

表4
Tab. 4

段时，差异逐渐显现，尤其是高强钢管达到屈服荷载
以后。与试件SC3相比，试件SC1和SC2屈服荷载提高

HSTCSC短柱的轴压应力–轴向应变曲线
Axial strain curves of HSTCSC short column
HSTCSC短柱承载能力对比

Bearing capacity comparison of the HSTCSC short
columns
提高幅度

编号

屈服荷
载/MPa

极限荷
载/MPa

屈服荷载%

极限荷载%

位移延性
系数µ

力混凝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HSTCSC短柱的承

SC1

181

300

0

0

34.23

载力，如图8（a）所示；与试件SC4相比，试件SC2的屈

SC2

180

299

–0.5

–0.3

35.01

服荷载和极限荷载分别提高了20%和22%，表明圆形

SC3

180

292

–0.5

–2.6

32.72

截面的HSTCSC短柱具有更好的轴压性能，是因为圆

SC4

150

246

–17.0

–18.0

34.79

形截面具有更好的环向约束能力，增强了HSTCSC短

SC5

247

395

+36.0

+32.0

34.02

SC6

245

463

+35.0

+54.0

33.43

SC7

330

607

+82.0

+102.0

30.18

不明显，而极限荷载分别提高了2%和3%，表明自应

柱的轴向抗压刚度；与试件SC1相比，试件SC5的屈
服荷载和极限荷载分别提高了36%和32%，表明双层
圆形HSTCSC短柱的轴压性能更优，是因为内侧高强
钢管提高了截面的配筋率，从而提高了HSTCSC短柱
的受力性能；空心率从0增加到47%，HSTCSC短柱的

注：“+”为幅值增加，“–”为幅值降低。

2.3 轴向变形能力
为了便于分析HSTCSC短柱的延性性能，定义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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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试件的位移延性系数，即试件达到极限强度时，轴

约束的双重作用显著提高了HSTCSC短柱的轴压受

向 变 形 DUltimate 与 屈 服 强 度 时 轴 向 变 形 Dyield 的 比 值 ，

力性能。

µ = Dultimate ∶Dyield 。 图 9为 极 限 强 度 与 屈 服 强 度 比 值 。

3）自应力混凝土强度和截面空心率的增加均能

由图9可见：所有HSTCSC短柱的位移延性系数均超

提高HSTCSC短柱的受力性能，但自应力混凝土强度

过30，表明HSTCSC短柱在轴向荷载作用下具有较好

的增加对HSTCSC短柱受力性能的提升幅度有限。双

的变形能力，属于延性破坏，且具有较大的安全储备；

层圆形截面HSTCSC短柱强化段具有更高的刚度，明

与试件SC3相比，试件SC1和SC2的位移延性系数分

显优于单层圆形截面HSTCSC短柱的受力性能。

别提高了5%和7%，表明自应力混凝土强度的提高可

4）圆形截面高强钢管对自应力混凝土的约束能

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HSTCSC短柱的变形能力；与试

力优于方形截面高强钢管，自应力混凝土强度的增

件SC4相比，试件SC2的位移延性系数略有提高，表

加对方形截面HSTCSC短柱轴压性能的影响不明显，

明圆形截面HSTCSC短柱的变形能力优于方形截面，

且空心率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双层方形截面HSTCSC

原因可能是圆形截面HSTCSC短柱的环向约束能力

短柱的变形性能。

强于方形截面造成的；与试件SC5相比，试件SC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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