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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高强钢管格栅与钢筋格栅承载特性室内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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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化初期支护，并快速干预围岩应力状态是保障隧道施工及运营期安全稳定的有效途径。基于此，遵循

“及时支护，强支护”理念，对高强无缝钢管代替螺纹钢筋，增强初期支护结构承载能力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通
过开展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在单独受荷，与混凝土共同受荷条件下的室内加载试验，分析2种支护结构的破坏形
态、变形特征、极限承载力、全过程应力及裂缝发展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种支护结构的用钢量基本相同，钢管格
栅最大允许变形量和极限承载力分别为钢筋格栅的1.6和1.8倍，验证了高强度无缝钢管可以有效改善格栅结构
的承载性能；钢筋格栅表现出折线形压弯破坏，而钢管格栅表现为平滑曲线形破坏，且卸载后回弹变形量更大；
钢管格栅混凝土试件具有与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相近的抗弯刚度，极限承载力较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提高了
22.5%；钢筋格栅自身承载力有限，与混凝土形成组合结构后方能具备较高的承载能力；钢管格栅具有高强度高
韧性的特点，结构受力合理，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围岩提供径向支护力，适合于软弱破碎、早期变形速度快的围岩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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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Tests on Bearing Characteristics of High-strength Steel Tube Grid and
Lattice Girder in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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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primary support to quickly intervene in the stress state of surrounding rock wa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tunnel durin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eriods.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timely support and strong support”, the
mechanism of high-strength seamless steel tube replacing threaded reinforcement to enhance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initial support structure was
studied. The laboratory loading tests of steel tube grids and lattice girder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ingle load and common load with concrete were
carried out. The failure forms,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complete stress process, and crack development laws of the
above structur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eel consumption of the two supporting structures was basically the same,
the maximum allowable deformation and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teel tube grid were 1.6 times and 1.8 times than that of the lattice
girder, respectively, which verified that the high-strength steel tubes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bearing performance of this structure. The lattice girder exhibited broken-line bending failure, but the steel tube grid represented smooth curve failure, and the rebound deformation was greater after unloading. The flexural rigidity of the steel tube grid concrete member was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lattice girder member, and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was 22.5%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tice girder concrete member.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lattice girder itself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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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and it had a higher bearing capacity after forming a composite structure with concrete. The steel tube grid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trength and high toughness, and the structural force was reasonable. Additionally, it could provide radial support to the surrounding rock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manner, and it was more suitable for weak and broken surrounding rock conditions with rapid early deformation.
Key words: high-strength steel tube grid; lattice girder; bearing characteristic; failure mode

进入21世纪，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水利水电等领
域地下工程建设需求增加，隧道工程等基础建设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西部山区隧道工程
地质条件和围岩力学性质极端复杂，所处地域构造
运动活跃，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
问题成为隧道施工的常见灾害之一，严重制约隧道
工程的施工建设安全与长期运营稳定，给隧道施工
期间的灾害防控带来诸多新的挑战。
针对高地应力软岩隧道大变形控制技术难题，
国内外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试验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Oreste等 [1]针对陶恩隧道在穿越高地应力环境下软岩地
层时，发生持续挤压变形，频繁出现钢拱架扭曲、断
裂，喷混凝土开裂、掉块，支护失稳及侵限破坏等现
象，通过采取长锚杆加固、可缩式钢架、喷层预留变
形量等措施成功抑制围岩变形；张祉道 [2]针对在穿越
高地应力条件下的煤系软弱地层时，南昆铁路家竹
菁隧道产生挤压性大变形，严重威胁隧道施工安全，
通过采用优化隧道断面形状、施作长锚杆、设置可缩
式钢架，双层模注混凝土衬砌等技术措施，达到了良
好的控制效果；李国良 [3]、雷军 [4]等针对在高地应力
软弱围岩地质开挖过程中，兰新铁路乌鞘岭长大深
埋隧道挤压大变形显著，初期支护开裂挤压破坏严
重，通过设置迂回导坑释放围岩压力，多重支护加强
支护刚度，优化台阶长度，中长锚杆加固围岩，合理
预留变形量，超前锚管预支护等方法有效控制了围
岩大变形；刘高 [5]、杨木高 [6]等针对兰渝铁路木寨岭
隧道穿越极高地应力软弱围岩区，初期支护发生多
次大变形，拆换频繁，二次衬砌施作后出现不同程度
开裂的情况，通过采用超前导洞扩挖应力释放，圆形
四层支撑体系、长锚杆锚索和径向注浆加固，超前预
支护及预加固等变形控制方案，改善了支护结构受
力，限制了变形增长；成兰高铁某隧道工程穿越汶川
高烈度区，李术才等 [7]借鉴高层建筑核心筒理念，设
计实施了钢格栅混凝土核心筒支护结构形式，有效
控制了隧道变形。
根据国内严重大变形隧道治理经验，可从支护
理念及配套施工技术上重新审视大变形隧道的控制
思路，提出适用于大变形隧道的支护体系。对围岩大
变形的处置，从支护设计理念和支护系统组成而言，
可分为柔性让压支护和及时强支护两类，柔性让压
支护理念则利用一定的柔性支护措施允许围岩产生

一定的形变以释放部分围岩压力，减轻支护结构承
受荷载，例如让压锚杆 [8–9]、可缩性钢架 [10]、多重支护
及超前导洞应力释放 [11–12]等。及时强支护理念通过
及时架设大刚度、高强度的支护结构控制围岩变形，
例如空间钢网架支护 [13]、高强钢筋格栅拱架支护 [14]、
钢管混凝土支护 [15] 、装配式弧板支护 [16] 、高强预应
力锚索一次支护[17]、长大预应力锚杆–锚索协同支护[18]
等措施。上述研究成果极大推动了中国软岩大变形
隧道工程支护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助力隧道等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钢筋格栅的结构
形式、力学性能及钢筋格栅与喷射混凝土的复合支
护特性进行了研究。Baumann等[19]设计出了一种8字结
腹筋构造的三肢格栅拱架，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格栅
拱架现场应用试验，验证了该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Nomikos等[20]对未喷混凝土情况下的三肢格栅拱架的
受力特性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不同参数下格栅拱架
的力学响应问题；Kim等 [21] 设计出一种格构形式的
四肢格栅拱架，结合四点弯曲试验和数值模拟，与三
肢格栅拱架进行对比，评估了二者在极限承载力及
结构稳定性方面的差异；Lee等 [22] 开展对高强度格
栅拱架的力学性能研究，得出了合理的结构设计参
数，并验证其具备良好的稳定性和经济性；Qiu等 [23]
为评价四肢格栅拱架极限承载力与其部件成本之间
的关系，引入优化指标参数，就腹筋直径和焊缝长度
等因素对格栅拱架的力学性能影响规律进行了系统
化研究；于富才等 [24]对高强钢筋格栅混凝土复合支
护的力学特性、适用性进行了研究，得出高强钢筋的
应用显著提高了格栅混凝土复合支护结构的极限承
载力和极限变形能力，能够适用于特殊围岩或地质
条件很差的隧道工程。然而，针对高强钢管代替主肢
钢筋的研究，至今隧道工程界仍鲜有涉及，对钢管格
栅在初期支护体系中的作用机理缺乏必要的讨论。
初期支护作为承担施工阶段全部荷载的主要承
载结构 [25]，软岩大变形隧道的稳定性控制对支护结
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尽快提供有效支护抗
力，控制围岩变形，减小松动荷载，可设计采用高强
度、大刚度的新型拱架结构，达到强化初期支护的目
的。为此，本文设计了1种以高强无缝钢管为主材的4
肢钢管格栅初期支护结构，通过室内模型试验方法
对该新型支护结构的承载特性和变形破坏机制进行
深入分析，以期为软岩大变形隧道安全施工建设提
供新思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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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背景
随着西南地区交通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穿
越高地应力软弱围岩地段的深埋隧道不断出现，尽
管采用超前加固、分部开挖等措施保障施工安全，仍
然有发生拱架扭曲破坏、喷射混凝土开裂，甚至隧道
坍塌等 [26–28]工程灾害（图1）。成兰铁路跃龙门隧道穿
越龙门山山脉，不良地质多变，软岩大变形显著。跃
龙门隧道采用双洞分修，左、右线全长近20 km，最大
埋深为1 445 m。发生挤压性围岩大变形区段有岩浆
热液侵入、多次褶曲等构造活动，地应力高达20.0～

(a) 8 字结钢筋格栅

31.5 MPa。在施工后期通过遵从“主动控制”的理念，
采取“双层支护”等措施，及时有效支护，较好地抑
制了围岩变形和破碎范围的发展。
(b) π 形腹筋钢筋格栅

(c) π 形腹筋钢管格栅

图2
图1
Fig. 1

Fig. 2

混凝土掉块和钢架扭曲破坏

Shotcrete block falling and steel arch distortion

试件构造型式

Structural types of the specimens

新型钢管格栅，主要部件包括高强度无缝薄壁

本文结合实际工程需要，立足软岩大变形隧道

圆钢管，π形筋+U形筋组成的架立件，通过焊接工艺

施工控制技术难题，利用高强度无缝钢管代替主肢

将主受力件与架立件形成整体。钢管选用Q420无缝

钢筋作为格栅拱架的主受力件，发挥主肢钢管高强

钢管，钢管外直径为50 mm，壁厚6 mm；架立件采用

度、高韧性的特点，同时保留格栅拱架与喷射混凝土

HRB400带肋钢筋，直径为14 mm；箍筋采用HPB300

较好的黏结性能，与钢筋格栅开展对比模型试验研

光圆钢筋，直径为8 mm。钢管格栅具体构造如图2（c）

究，为该新型支护结构的参数设计及后续工程应用

所示。

提供借鉴。

2 钢格栅试件抗弯力学特性试验
2.1 钢格栅试件设计
钢格栅试件构造型式如图2所示。新奥法施工隧

试件的设计参数见表1，钢材材料性能见表2。为
了更好地研究两种试件的经济效益差异，对二者每
延米造价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的统计数据见表3，
其中，成本核算已将加工成本和人工成本纳入。分析
可知，相较于钢筋格栅，钢管格栅每延米质量基本相

道广泛采用腹筋为8字结或π形设计形式的4肢格栅

同，但每延米造价提高14.14%。

拱架，抗压主筋和抗拉主筋多为同直径、同材质带肋

2.2 钢格栅试件加载方案

钢筋，直径一般在22～32 mm，腹筋直径多为10～
[29]

通过4点纯弯曲试验对比分析钢筋格栅与新型

，具体构造如图2（a）、（b）所示。此次试验设

钢管格栅的钢筋/钢管应力、跨中挠度、极限承载力及

计加工腹筋为π形设计形式的格栅拱架，构件总长为

破坏形态等力学特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二者

3.2 m，主筋直径为32 mm，π形和U形连接筋直径为

与喷射混凝土耦合作用下的受力及变形破坏规律。

14 mm

14 mm，三者材质均为HRB400，箍筋直径为8 mm，材
质为HPB300。

图3为两种构件的4点纯弯曲加载示意图。支座
位置距构件两端各100 mm，在载荷分配梁下左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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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第 54 卷

主要构造参数

Main structural parameters

构件类型

钢管直径×壁厚/
(mm×mm)

主筋直
径/mm

构件长
度/mm

腹筋直
径/mm

箍筋直
径/mm

截面尺寸/
(mm×mm)

平均每延米
质量/(kg·m–1)

惯性矩Ix/cm4

惯性矩Iy/cm4

钢筋格栅

—

32

3 200

14

8

200×264

31.89

4 349.37

2 290.50

钢管格栅

50×6

—

3 200

14

8

200×264

32.19

3 880.01

1 947.88

表2
Tab. 2

钢材力学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eels

材料

弹性模量E/GPa

屈服强度fy/MPa

强度设计值f/MPa

抗拉强度fu/MPa

伸长率(∆L·L–1)/%

Φ8 mm钢筋

206

311.90

267.54

436.23

29.39

Φ14 mm钢筋

198

430.34

353.76

576.81

23.60

Φ32 mm钢筋

201

445.64

367.35

592.50

19.28

Φ50 mm×6 mm钢管

205

457.78

398.64

604.61

25.47

表3
Tab. 3

成本核算
Cost accounting

主肢钢管(钢筋)

π形筋

U形筋

箍筋

–1
用量/kg 单价/(元·t )

–1
用量/kg 单价/(元·t )

–1
用量/kg 单价/(元·t )

–1
用量/kg 单价/(元·t )

构件类型

总造价/元

每延米造价/
(元·m–1)

钢筋格栅

80.81

4 100

9.43

3 900

8.24

3 900

3.59

3 300

412.08

128.78

钢管格栅

83.33

4 750

8.86

3 900

7.28

3 900

3.52

3 300

470.38

146.99

称布置加载垫块实现竖向荷载的传递，垫块距跨中

进行，竖向最大公称压力可达5 000 kN，滑块行程为

450 mm，利用竖向液压千斤顶施加垂直荷载，构件的

900 mm。试验前，对构件进行几何和物理对中。加载

截面尺寸均为200 mm×264 mm（图4）。

分3步进行：首先，对构件进行预加载，保证构件和加

荷载 F
450

载装置接触良好；随后，采用分级加载方式，每级荷

450

载增量为10 kN，每级加载后并保压持续3 min；当荷
载压力不再继续增长后，改为位移加载方式，加载速

固定铰支座
100
1 500

滚动铰支座
1 500
100

过程中具体加载情况如图5所示。

3 200
单位：mm

图3
Fig. 3

2.3 测点布置

4点纯弯曲加载示意图

在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构件的1/2截面和1/4截

Schematic diagram of 4-point pure bending loading
200

200

面位置，沿横向和纵向粘贴金属应变片共16个，中部
π形连接筋表面粘贴应变片8个，设置3个挠度位移计。
具体测点布设情况如图6所示。

50

32

率为1 mm/min，直至构件失稳破坏。钢格栅试件试验

264

164

264

200

2.4 钢格栅试件试验过程及现象
图7为钢筋格栅试件的室内加载变形破坏形态。
由图7可见：在加载过程中试件展现出左右对称变形，
32

50

在加载初期，试件未发生明显变化，当弯矩增加至
37.28 kN·m时，主肢钢筋在加载处出现较明显的弯曲

32

136

32

(a) 钢筋格栅

图4
Fig. 4

50
单位：mm

100

50

(b) 钢管格栅

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截面尺寸

Section size of lattice girder and steel tube grid

室内试验在Y32–500A四柱式液压加载系统上

变形，同时下部的π形筋受荷载挤压变形幅度大；当
弯矩增加至55.13 kN·m时，主肢钢筋变形进一步加剧，
表现出折线形压弯破坏，π形筋变形显著，并在焊接
点附近出现钢筋破断；加载完成后卸载，试件的回弹
变形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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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测得的回弹变形量较大。
竖向反力装置

载荷传感器
分配梁

钢筋弯曲
钢筋格栅
π 形筋屈曲

位移计

箍筋折曲

(a) 正视图
(a) 钢筋格栅
竖向反力装置

载荷传感器
分配梁

钢管格栅
(b) 轴侧图

位移计

图7
Fig. 7

(b) 钢管格栅

图5
Fig. 5

钢筋格栅破坏形态

Failure mode of lattice girder

钢格栅试件加载试验

Loading tests of steel grid specimens
钢管弯曲
主筋应变

主筋应变
π 形筋屈曲

π 形筋应变

箍筋折曲
(a) 正视图

π 形筋应变
挠度位移

(a) 钢筋格栅

钢管应变

钢管应变

(b) 轴侧图
π 形筋应变

π 形筋应变
挠度位移

图8
Fig. 8

(b) 钢管格栅

图6
Fig. 6

钢格栅试件测点布置图

Layout of measuring points of steel grid specimens

图8为钢管格栅试件的室内加载变形破坏形态。
由图8可见：试件表现为左右对称变形，加载初期，试

钢管格栅破坏形态

Failure mode of steel tube grid

综上分析可知，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在破坏形
态、极限承载力及回弹量方面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其
中钢管格栅表现出更好的变形特性及韧性特征。
2.5 钢格栅试件试验结果分析
弯矩–应变曲线

2.5.1

件无明显变化，当弯矩增加至65.63 kN·m时，主肢钢

图9为钢筋格栅主肢钢筋的弯矩–应变关系曲线，

管产生一定程度的弯曲变形，但幅度很小，此时下部

图10为钢管格栅主肢钢管的弯矩–应变关系曲线，均

的π形筋变形亦不明显；当弯矩增加至98.18 kN·m时，

包括1/2和1/4这2个监测断面。

主肢钢管弯曲幅度进一步加大，表现为平滑曲线形

1）钢筋格栅主筋

破坏，π形筋变形明显，未出现钢筋破断；加载完成后

由 图 9（ a） 可 见 ： 钢 筋 格 栅 上 主 筋 测 点 S B S – 1

工程科学与技术

弯矩/(kN·m)

104
60

筋测点SBS–6和SBS–8承受压应力，最大压应变分别

50

为–471×10–6和–423×10–6，应力值约为97.0和87.1 MPa。
2）钢管格栅钢管

40

SBS−1
SBS−2
SBS−3
SBS−4
SBS−5
SBS−6
SBS−7
SBS−8

30
20
10

弯矩/(kN·m)

0
−1 000

0

1 000

2 000

3 000

由图10（a）可见：钢管格栅上主肢钢管测点
STS–1和STS–3起初表现为压应变，随着弯矩不断增
加，应力状态逐渐向拉应力转变，构件失稳破坏时拉应
变为287×10–6和602×10–6，应力值约为59.1和124.0 MPa；
测点STS–2和STS–4表现为拉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

应变/10−6

应变为183×10–6和152×10–6，应力值约为37.7和31.3 MPa；

(a) 1/2 截面

钢管格栅下主肢钢管测点STS–5和STS–7始终承受

60

拉应力，达到极限承载状态时应变为2 325×10 – 6 和

50

2 588×10–6 ，应力值分别为479.0和533.1 MPa，超过了

40

SBS−1
SBS−2
SBS−3
SBS−4
SBS−5
SBS−6
SBS−7
SBS−8

30
20
10
0
−1 000

0

1 000 2 000
应变/10−6

3 000

4 000

(b) 1/4 截面

图9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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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格栅试件弯矩–应变关系曲线

Bending moment-strain relationship curves of lattice girder

钢材的屈服强度；测点STS–6和STS–8始终承受压应
力，最大压应变分别为–659×10 –6 和–1 373×10 –6 ，应
力值分别为135.8和282.9 MPa。
由图10（b）可见：钢管格栅上主肢钢管测点STS–
1和STS–3起初表现为压应变，加载后期转变为拉应
变，且应变增速明显，构件失稳破坏时拉应变分别为
895×10–6和1 608×10–6，应力值约为184.4和331.2 MPa；
测点STS–2和STS–4承受轻微的拉应力；钢管格栅下
主肢钢管测点STS–5和STS–7承受明显的拉应力，构
件失稳破坏时拉应变分别为1 489×10–6 和1 025×10–6 ，

度，转变为拉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拉应变为
502×10–6 和834×10–6 ，应力值约为103.4和171.8 MPa；
而钢筋格栅上主筋测点SBS–2和SBS–4起初表现
为拉应变，随后转变为压应变，最大压应变分别为

弯矩/(kN·m)

和SBS–3起初表现为压应变，当弯矩增加到一定程

–150×10 –6 和–134×10 –6 ，应力值约为30.9和27.6 MPa；
钢筋格栅下主筋测点SBS–5和SBS–7始终承受拉
应力，构件失稳破坏时拉应变分别为1 546×10 – 6 和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 000

STS−1
STS−2
STS−3
STS−4
STS−5
STS−6
STS−7
STS−8
−1 000

0

2 471×10 – 6 ， 应 力 值 约 为 318.5和 509.0 MPa， 测 点

SBS–3主要表现为拉应变，加载后期应变增速明显，
构件失稳破坏时拉应变分别为3 078×10 – 6 和2 857×

弯矩/(kN·m)

SBS–6和SBS–8始终承受压应力，最大压应变分别为
由图9（b）可见：钢筋格栅上主筋测点SBS–1和

10–6 ，应力值约为634.1和588.5 MPa，超过了钢材的屈
服强度；钢筋格栅上主筋测点SBS–2和SBS–4承受拉
应力，最大拉应变分别为–730×10 –6 和–613×10 –6 ，应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 000 −500

STS−1
STS−2
STS−3
STS−4
STS−5
STS−6
STS−7
STS−8
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应变/10−6

SBS–5和SBS–7承受拉应力，构件失稳破坏时拉应变
454.4 MPa，超过了钢材的屈服强度；钢筋格栅下主

3 000

(b) 1/4 截面

力值约为150.4和126.3 MPa；钢筋格栅下主筋测点
分别为2 307×10–6 和2 206×10–6 ，应力值约为475.2和

2 000

(a) 1/2 截面

SBS–7超过了钢材的屈服强度；钢筋格栅下主筋测点
–364×10–6和–548×10–6，应力值约为75.0和112.9 MPa。

1 000

应变/10−6

图 10
Fig. 10

钢管格栅试件弯矩–应变关系曲线

Bending moment-strain relationship curves of
steel tube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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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值约为306.7和211.2 MPa；测点STS–6和STS–8

截面不同，测点位置不同，应变大小和受力模式也随

承受压应力，构件失稳破坏时压应变分别为–479×

之发生变化。在加载初期，各个测点应变随弯矩呈线

–6

–6

10 和–379×10 ，应力值约为98.7和78.1 MPa。

性增加；随着弯矩继续施加，达到弹性极限应变，材

3）π形筋

料产生初始屈服，应变增速明显加快，达到极限承载

图11为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π形筋弯矩–应变关

状态后，发生屈服的区域应变仍不断增大；钢筋格栅

系曲线。在初始加载阶段，应变值与弯矩大小之间呈

下主肢钢筋处于较高的应力应变状态，而钢管格栅

线性增长关系，此时，应变增长速率较缓，当荷载增

主要是π形筋应力值较高，表明钢管格栅具有良好的

加到一定范围，应变增速有所加快，随后产生塑性变

受力性能和合理的结构型式。

形，达到构件极限承载力时，应变值仍不断提高。

2.5.2

图12为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试件的弯矩–挠度

60

曲线对比，试件中间位置的竖向位移作为跨中挠度，
取值为正，跨中所受弯矩由荷载传感器采集到的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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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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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应变/10−6

力换算得到。
100
80
弯矩/(kN·m)

弯矩/(kN·m)

50

0

弯矩–挠度曲线

弯矩/(kN·m)

(a) 钢筋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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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

图 12
Fig. 12

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弯矩–位移关系曲线对比
Bending moment-deflection relationship curves of
lattice girder and steel tube grid

由图12可见：在整个弯矩–挠度历程曲线中，加
−1 000

1 000

0

2 000

−6

(b) 钢管格栅

Fig. 11

40

0

钢管应变/10

图 11

60

载初期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均处于弹性变形阶段，
挠度随弯矩呈线性增加，钢筋格栅试件的挠度增长
速率较快；弯矩继续施加，挠度增长速率逐渐提高，

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π形筋弯矩–应变关系曲线

试件开始进入塑性变形阶段；达到极限承载力后，

Bending moment-strain relationship curves of πshaped bar of lattice girder and steel tube grid

挠度位移迅速增长，但承载力保持稳定，并持续

由图11（a）可见：对于钢筋格栅，测得的π形筋拉、

较长时间。钢筋格栅达到极限承载状态时的跨中挠
度 约 为 34.3 mm， 对 应 的 极 限 承 载 力 为 53.6 kN·m，

压应变值基本处在–1 200×10 ～1 100×10 的范围

而钢管格栅达到极限承载状态时的跨中挠度约为

内，仅测点SBS–7应变值过大，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

55.1 mm， 对 应 的 极 限 承 载 力 为 96.6 kN·m， 为 钢 筋

整体上π形筋的工作状态良好，能很好地起到力系的

格 栅 的 1.8倍 ， 说 明 钢 管 格 栅 具 备 高 强 度 高 韧 性 的

传递作用。

特点。

–6

–6

由图11（b）可见：对于钢管格栅，π形筋各测点主
要表现为压应变，其中测点SBS–3承受较大的拉应
力，构件失稳破坏时最大应变为1 896×10–6 ，应力为
390.6 MPa；测点SBS–2承受较大的压应力，构件失稳
–6

3 格栅混凝土试件抗弯力学特性试验
3.1 格栅混凝土试件设计
格栅混凝土试件总长亦为3.2 m，所使用钢材的

破坏时最大应变为2 698×10 ，应力为555.8 MPa，超

材质、规格及尺寸等参数参照表1和2，喷射混凝土采

过材料的屈服强度，表明钢筋处于较高的应力状态，

用C25商品混凝土代替，上、下保护层厚度为43 mm，

构件的屈服和破坏易率先在此发生。

截面尺寸为300 mm×350 mm（见图13）。浇筑后的格

综上分析可知：对于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试件，

栅混凝土试件如图14所示。

工程科学与技术

106
200

264

164

分配梁

钢筋格栅混凝土构件
位移计

50

350

264

200
32

136
300

(a) 钢筋格栅

图 13
Fig. 13

50

32
单位：mm

竖向反力
装置

荷载传感器

50

32

20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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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50
(a) 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

300
(b) 钢管格栅

竖向反力
装置

荷载传感器

格栅混凝土试件截面尺寸

分配梁

Section size of grid concrete specimens
钢管格栅混凝土构件
位移计

(b) 钢管格栅混凝土试件

图 15
Fig. 15

格栅混凝土试件加载试验

Loading tests of grid concrete specimens

(a) 钢筋格栅

混凝土应变

混凝土应变

挠度位移
(a) 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

混凝土应变

混凝土应变

(b) 钢管格栅

图 14
Fig. 14

浇筑后格栅混凝土试件
挠度位移

Grid concrete specimens after pouring

3.2 格栅混凝土试件加载方案

(b) 钢管格栅混凝土试件

通过4点纯弯曲试验深入分析两种格栅混凝土
试件在挠度、极限承载力及整个加载过程中的混凝
土表面应力应变演化规律。室内试验同样在Y32−500A
四柱式液压加载系统上进行，加载装置和加载控制
方 法 与 第 2.2节 相 同 。 试 验 过 程 中 具 体 加 载 情 况 如

图 16
Fig. 16

格栅混凝土试件测点布置

Layout of measuring points of grid concrete specimens

3.4 格栅混凝土试件试验过程及现象
通过室内试验得知，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和钢

图15所示。

管格栅混凝土试件在破坏形态和裂缝扩展规律方面

3.3 格栅混凝土试件测点布置

存在较大区别。

在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和钢管格栅混凝土试件

图17为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和钢管格栅混凝土

的1/2截面和1/4截面位置，于上、下、前、后4个表面沿

试件的室内加载变形破坏形态。由图17（a）、（b）可见：

横向和纵向黏贴混凝土应变片共计32个，设置3个

在加载初期，试件底部出现数条间距均匀的竖向裂

挠度位移计。格栅混凝土试件测点布设情况如图16

缝，裂缝深度较浅，多位于加载梁下方；弯矩继续增

所示。

加，原有竖向裂缝深度有所发展，新增竖向裂缝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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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但斜向裂缝不断产生和扩展，逐渐向中部延

3.5 格栅混凝土试件试验结果分析

伸，生成水平裂缝；达到极限承载力后，试件变形进

3.5.1

一步加剧，多条裂缝从底部扩展到顶部，贯穿了整个

弯矩–应变曲线
1）钢筋格栅混凝土
图18为钢筋格栅混凝土1/2截面弯矩–应变关系

截面。

曲线。
300
混凝土水平裂缝

混凝土竖向裂缝

弯矩/(kN·m)

混凝土斜向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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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钢筋格栅正视图

0
−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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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000

应变/10−6
(a) 上、下表面
300

(b) 钢筋格栅轴侧图

弯矩/(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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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水平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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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7
C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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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10−6
(b) 前、后表面

混凝土斜向裂缝 混凝土竖向裂缝

图 18
(c) 钢管格栅正视图

(d) 钢管格栅轴侧图

图 17
Fig. 17

钢筋和钢管格栅混凝土破坏形态

Failure modes of lattice girder concrete and steel
tube grid concrete

由图17（c）、（d）可见：在加载初期同样出现几条
间距较为均匀的竖向裂缝，裂缝深度浅，主要位于加
载梁下方；弯矩进一步提高，原有竖向裂缝深度发展
缓慢，新增竖向裂缝数量少，但斜向裂缝数量增长明
显，裂缝扩展速度较快；达到极限承载力后，试件破
坏明显，多条斜向裂缝从底部两侧逐渐扩展到顶部，
形成贯穿裂缝。

Fig. 18

钢筋格栅混凝土1/2截面弯矩–应变关系曲线
Bending moment-strain relationship curves of 1/2
section of lattice girder concrete

由图18（a）可见：钢筋格栅混凝土上表面测点CS–
1和CS–3表现为拉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分别为
302×10–6 和1 290×10–6 ，应力值约为6.9和29.7 MPa；测
点CS–2和CS–4表现为压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
分别为–3 449×10 –6 和–3 042×10 –6 ，应力值约为79.3
和70.0 MPa；下表面测点CS–9始终承受压应力，构件
失稳破坏时应变为–264×10 –6 ，应力值约为6.1 MPa，
测点CS–11起初表现为压应变，随后转变为拉应变，
最大拉应变为251×10–6，应力值约为5.8 MPa；测点CS–10
和CS–12表现为拉应变，最终应变值分别为1 007×10–6
和1 020×10–6 ，应力值约为23.2和23.5 MPa。
由图18（b）可见：钢筋格栅混凝土前表面测点CS–
5出现拉、压应力状态的转换，但应变值较小，测点CS–
7表现为拉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1 557×10–6 ，
应力值约为35.8 MPa；测点CS−6表现为压应变，构件
失稳破坏时应变为−936×10–6 ，应力值约为21.5 MPa，
测点CS–8表现为拉应变，最大应变为1 351×10–6 ，应
力值约为31.1 MPa；后表面测点CS–13表现为压应变，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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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197×10–6，应力值约为4.5 MPa，
–6

测点CS–15表现为拉应变，最大应变为731×10 ，应
力值约为16.8 MPa；测点CS–14表现为拉应变，最大
应变为879×10 –6 ，应力值约为20.2 MPa，测点CS–16
起初表现为压应变，随后转变为拉应变，最大拉应变
为1 493×10–6 ，应力值约为34.3 MPa。
图19为钢筋格栅混凝土1/4 截面弯矩–应变关系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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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5和测点CS–7均表现为拉应变，最大应变值分别
为3 135×10–6和1 622×10–6；测点CS–6表现为压应变，构
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335×10–6，应力值约为7.7 MPa，
测点CS–8表现为拉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249×
10–6 ，应力值约为5.7 MPa；钢筋格栅混凝土后表面测
点CS–13和测点CS–15表现为拉应变，最大应变分别
为3 240×10–6 和338×10–6 ，应力值约为74.5和7.8 MPa；
测点CS–14起初表现为拉应变，随后转变为压应
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342×10 –6 ，应力值约为
7.9 MPa，测点CS–16，压应变为–172×10 –6 ，应力值约
为4.0 MPa。
2）钢管格栅混凝土
图20为钢管格栅混凝土1/2截面弯矩–应变关系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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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前、后表面

钢筋格栅混凝土1/4截面弯矩–应变关系曲线
Bending moment-strain relationship curves of 1/4
section of lattice girder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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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9（a）可见：钢筋格栅混凝土上表面测点
CS–1开始表现为拉应变，后转变为压应变，构件失
稳破坏时应变为–220×10 –6 ，应力值约为5.1 MPa；测
点CS–3表现为拉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
339×10 – 6 ，应力值约为7.8 MPa；测点CS–2和测点
CS–4开始呈现为受压状态，随着荷载不断提高，构
件变形不断加剧，逐渐转变为受拉状态，监测到二者
–6

–6

的应变值范围为–533×10 ～445×10 。钢筋格栅混
凝土下表面测点CS–9承受压应力，构件失稳破坏时
应变为–114×10–6 ，应力值约为2.6 MPa，测点CS–11
表现为拉应变，最大拉应变为516×10–6 ，应力值约为
11.9 MPa；测点CS–10和测点CS–12起初表现为拉应
变，随后转变为压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分别为
–131×10–6和–84×10–6。
由图19（b）可见：钢筋格栅混凝土前表面测点

4 000

(a) 上、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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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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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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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前、后表面

图 20
Fig. 20

钢管格栅混凝土1/2截面弯矩–应变关系曲线
Bending moment-strain relationship curves of 1/2
section of steel tube grid concrete

由图20（a）可见：钢管格栅混凝土上表面测点CS–
1和CS–3表现为拉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分别为
1 194×10–6 和514×10–6 ，应力值约为27.5和11.8 MPa，
已超过混凝土的极限抗拉强度；而上表面测点CS–2
和CS–4表现为明显的压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
分别为–2 219×10 –6 和–2 949×10 –6 ，应力值约为51.0
和67.8 MPa，同样已超过混凝土的极限抗压强度；钢
管格栅混凝土下表面各测点主要表现为拉应力，最
大拉应变发生在测点CS–12，为804×10–6 ，应力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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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8.5 MPa。
由图20（b）可见：钢管格栅混凝土前表面测点CS–
5和CS–6表现为压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分别
为–148×10–6和–855×10–6，应力值约为3.4和19.7 MPa；
测点CS–7出现拉、压应变的转换，但应变值较小，最
大压应变为–209×10 – 6 ，应力值约为4.8 MPa，测点
CS–8表现为拉应变，在加载初期应变就达到2 955×
10–6，应力值约为68.0 MPa；后表面测点CS–13、CS–14
和CS–15均表现为拉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分别
为1 581×10–6 、1 875×10–6 和200×10–6 ，相对应的应力
值约为36.4、43.1和4.6 MPa；测点CS–16表现为压应
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689×10 – 6 ，应力值约为
15.8 MPa。
图21为钢管格栅混凝土1/4截面弯矩–应变关系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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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件 失 稳 破 坏 时 应 变 为 421×10 – 6 ， 应 力 值 约 为 9.7
MPa；测点CS–11和CS–12表现出明显的受拉状态，
测得的最大拉应变分别为2 731×10 –6 和1 800×10 –6 ，
应力值约为62.8和41.4 MPa。
由图21（b）可见：钢管格栅混凝土前表面测点CS–
5和CS–7在加载前期表现为受压状态，后期转变为受
拉状态，测得的最大拉应变分别为1 373×10–6和2 002×
10–6 ，应力值约为31.6和46.0 MPa；测点CS–6表现为
受压状态，构件失稳破坏时压应变为–406×10 –6 ，应
力值约为9.3 MPa；测点CS–8在加载前期表现为受拉
状态，随后测点失效，测得的最大拉应变为1 062×10–6，
应力值约为24.4 MPa；钢管格栅混凝土后表面测点
CS–13在加载初期应变就达到2 800×10–6 ，应力值约
为64.4 MPa；测点CS–15在加载前期表现为受压状态，
后期转变为受拉状态，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676×
10 –6 ，应力值约为15.5 MPa；测点CS–16表现为受压
状态，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601×10 –6 ，应力值约
为13.8 MPa。
弯矩–挠度曲线

3.5.2

图22为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和钢管格栅混凝土
试件的弯矩–挠度曲线对比。由图22可见：加载初期，
2种试件均处于弹性变形阶段，挠度随弯矩呈线性增
加，二者的挠度增长速率基本一致；弯矩继续施加，

(a) 上、下表面

挠度增长速率渐渐提高，钢筋格栅混凝土的变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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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应力值约为3.2 MPa；测点CS–10表现为拉应变，

应变/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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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达到极限承载力后，钢管格栅混凝土的承载
力出现明显下降，最终仍维持在较高水平。钢筋格栅
混凝土试件达到极限承载状态时的跨中挠度约为
45.8 mm，极限承载力为258.3 kN·m, 而钢管格栅混凝
土达到极限承载状态时的跨中挠度约为47.8 mm，极

100

限承载力为316.3 kN·m，较钢筋格栅提高了22.5%，表

50

明，钢管格栅混凝土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和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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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格栅混凝土1/4截面弯矩–应变关系曲线
Bending moment-strain relationship curves of 1/4
section of steel tube grid concrete

由图21（a）可见：钢管格栅混凝土上表面测点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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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Fi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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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现为拉应变，最大应变为73×10 ，应力值约为1.7

50

MPa；测点CS–2和CS–4表现出明显的受压状态，构

0
0

件失稳破坏时应变分别为–557×10 –6 和–596×10 –6 ，应
力值约为12.8和13.7 MPa；测点CS–3起初表现为拉应
变，随后转变为压应变，构件失稳破坏时应变为
–141×10 –6 ，应力值约为3.2 MPa。钢管格栅混凝土下
表面测点CS–9表现为压应变，最大压应变为–117×

钢筋格栅混凝土
钢管格栅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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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钢筋格栅混凝土和钢管格栅混凝土弯矩–位移关系
曲线对比
Fig. 22 Bending moment-deflection relationship curves of
lattice girder concrete and steel tube grid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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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i Jun,Zhang Jinzhu,Lin Chuannian.Analysis of stress and

deformation site-monitoring in fault zone of Wushaoling

通过室内模型试验，对新型钢管格栅拱架用作

tunnel under 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J].Rock and

隧道初期支护的承载特性进行了研究，对比分析了

Soil Mechanics,2008,29(5):1367–1371.[雷军,张金柱,林传

钢筋格栅和钢管格栅的变形特征、破坏形态及应力

年.乌鞘岭特长隧道复杂地质条件下断层带应力及变形

应变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1）钢筋格栅表现出折线形压弯破坏，主肢钢筋
处于较高的应力应变状态，π形筋变形显著，卸载后
回弹变形量较小；钢管格栅表现为平滑曲线形破坏，
π形筋变形明显，应力值较高，卸载后回弹变形量较大。
2）钢管格栅的极限承载力为96.6 kN·m，相当于
钢筋格栅的1.8倍，并且，其最大允许变形量达55.1 mm，

现场监测分析[J].岩土力学,2008,29(5):1367–1371.]
[5] Liu Gao,Zhang Fanyu,Li Xinzhao,et al.Research on large

deformation and its mechanism of muzhailing tunnel[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05,
24(Supp2):5521–5526.[刘高,张帆宇,李新召,等.木寨岭隧
道大变形特征及机理分析[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5,
24(增刊2):5521–5526.]
[6] Yang Mugao.Large deformation control techniques for the

约为钢筋格栅的1.6倍，验证了钢管格栅高强度高韧

muzhailing tunnel[J].Modern Tunnelling Technology,2019,

性的特点。

56(2):175–181.[杨木高.木寨岭隧道大变形控制技术[J].现

3）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竖向裂缝深度较发育，
多条裂缝从底部逐渐扩展到顶部，贯穿了整个截面，
斜向裂缝不断产生和扩展，并形成多条水平裂缝；钢
管格栅混凝土试件竖向裂缝深度较浅，加载后期斜
向裂缝数量增长明显，裂缝扩展速度较快，多条斜向
裂缝从底部两侧逐渐延伸到顶部，形成贯穿裂缝。
4）钢筋格栅混凝土试件最大允许变形量为45.8 mm，
极限承载力为258.3 kN·m；而钢管格栅混凝土试件最

代隧道技术,2019,56(2):175–181.]
[7] Li Shucai,Xu Fei,Li Liping,et al.State of the art:Challenge

and methods on large deformation in tunnel engineering and
introduction of a new type supporting system[J].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6,35(7):
1366–1376.[李术才,徐飞,李利平,等.隧道工程大变形研究
现状、问题与对策及新型支护体系应用介绍[J].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报,2016,35(7):1366–1376.]
[8] Zhang Biao,Zhang Zhiqiang,Wang Bo,et al.Experimental

大允许变形量为47.8 mm，极限承载力为316.3 kN·m，

study of application of yielding bolt to large deformation

承载力较钢筋格栅提高了22.5%，体现出钢管格栅混

tunnel[J].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16,37(7):2047–2055.

凝土较高的承载能力和较好的抗变形能力。

[张彪,张志强,汪波,等.让压锚杆在大变形隧道支护应用

综上分析，高强钢管格栅支护结构具有优异的
受力性能，为隧道初期支护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对软
弱破碎、早期变形速度快的围岩条件或隧道洞口、联

中试验研究[J].岩土力学,2016,37(7):2047–2055.]
[9] He Manchao,Guo Zhibiao.Mechanical property and engin-

eering application of anchor bolt with constant resistance
and large deformation[J].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

络通道等地段具有较好的潜在推广价值。但文中未

ics and Engineering,2014,33(7):1297–1308.[何满潮,郭志

对钢管格栅和钢筋格栅与混凝土的黏结性能差异展

飚.恒阻大变形锚杆力学特性及其工程应用[J].岩石力学

开详细讨论，由于试验条件的单一性和在实际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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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适用范围还有待进一步工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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