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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简称ＧＦＲＰ材料）凭借质量轻、强度高以及耐腐蚀等优势，在工程中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连接性能是结构设计的重要一环，实际工程中常采用钢套管连接形式。对

于Φ２００×１０规格钢套管的连接性能进行研究，为了避免“尺寸效应”的影响，试件均为足尺模型。

通过试验装置，对其轴心抗压与抗拉性能进行研究，得到了ＧＦＲＰ复合钢套管的荷载 位移曲线和

应变分布规律，分析了其极限承载力、变形能力和破坏形式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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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简称ＧＦＲＰ）主要是由树脂

和纤维或其织物组成［１］，常用成型工艺方法有缠绕

成型法、拉挤成型法和模压成型法等［２］；ＧＦＲＰ材料

质量轻、强度高，同时耐腐蚀性较好，在加固结构、地

下、海洋等工程中应用越来越广泛。ＧＦＲＰ复合材

料强度高、耐污，尤其绝缘性好，可有效降低雷击和

污闪引起的线路跳闸故障概率，国外输电工程已开

始采用。本文依托３３０ｋＶ和７５０ｋＶ变电站构架

项目，在输电塔架接头部位与横担结构中使用该种

材料。ＧＦＲＰ材料对温度以及紫外线较敏感，在自

然条件下耐久性较低，但表面经防腐隔热处理后，其

耐久性大大提高，可满足工程应用要求。目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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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对其受力性能展开研究［３１１］，主要集中在

复合材料的制备以及材性性能方面，具体为：ＧＦＲＰ

复合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弹性模量、变形能力、泊

松比和破坏形式等。对复合杆件的整体受力以及连

接性能研究较少，这对ＧＦＲＰ复合材料的结构设计

和工程应用带来一定影响。复合套管由 ＧＦＲＰ管

和钢套管两部分构成，其端部法兰钢套管主要起到

连接其它构件作用，ＧＦＲＰ管与钢套管之间采用高

强粘结剂固定。本文针对玻璃纤维复合套管连接的

极限承载力和破坏形式进行研究，对该材料的推广

应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１　试验介绍

１１　试件设计

根据ＧＦＲＰ复合材料的优良特性，计划在３３０ｋＶ

和７５０ｋＶ输电塔架横担结构中采用ＧＦＲＰ复合管。

　　由于国内对其连接的受力性能研究较少，缺乏试

验资料，项目对ＧＦＲＰ复合钢套管的连接性能进行试

验研究。根据工程要求，复合套管尺寸为Φ２００×１０，

ＧＦＲＰ管采用湿法缠绕成型法生产，节点形式为高强螺

栓钢法兰连接，法兰与复合管之间采用高强胶进行固

定，形成ＧＦＲＰ复合套管连接构件，具体形式见图１，几

何尺寸见表１。根据材性试验结果，ＧＦＲＰ材料和高强

粘结剂参数见表２和表３。

图１　试件形式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ｆｏｒｍ
　

表１　试件几何参数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试件

类型

试件

截面／ｍｍ

试件

长度／ｍｍ

套管

尺寸／ｍｍ

复合管

长度／ｍｍ

受压试件

数量

受拉试件

数量

连接

形式

１ Φ２０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３ ２ 粘结套管

表２　ＧＦＲＰ材料力学性能参数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ＧＦＲ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参数
纵向

抗拉

横向

抗拉

纵向

抗压

横向

抗压

强度／ＭＰａ ４００ ４８ ４００ ３５

弹性模量／ＧＰａ ３５ ５ ３５ ７

表３　粘结剂性能参数

Ｔａｂ．３　Ｂｉ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抗拉 抗压 抗剪

强度／ＭＰａ ２５ ７０ ３８

１２　加载装置

受压试验在长柱压力机上完成，试验装置如图２

所示，现场情况如图３所示。为了降低“端头效应”的

影响，更准确的反应出复合套管在轴心压力作用下的

力学性能，试件的端部都带有加载端，具体形式见图

４。加载端为带加劲肋十字钢盘，目的使得压力施加

更均匀。受拉试验在４０００ｋＮ卧式拉力机上进行，

试验装置见图５。试件放置于拉力机中部，呈水平

状；试件端头带有连接端板，液压装置通过夹紧的连

接钢板，对试件施加拉力。连接钢板竖向放置，尺寸

为４５０ｍｍ×５０ｍｍ。试验现场情况见图６。

图２　轴心受压试验装置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图３　轴心受压试验现场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ｃｅｎｅｏｆ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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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加载端形式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ｎｄｆｏｒｍ
　

图５　受拉试验装置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ｌｅ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图６　受拉试验现场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ｃｅｎｅｏｆａｘ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ｌｅｔｅｓｔ
　

１３　试验方案与加载制度

受压试验方案：每个试件布置３２个应变片、６

个位移计，其中，钢套管布置１６个应变片、复合管连

接处布置８个、复合管身布置８个应变片；位移计分

别布置在构件的顶部（２个）、中部（２个）、底部（２

个），测定竖直方向以及平面外的位移变化。应变

片、位移计具体布置情况见图７。加载形式采用荷

载控制方式，具体步骤见表４。

图７　受压试件应变片和位移计分布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表４　受压试验加载方案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

方案步骤 荷载／ｋＮ 加载速率／（ｋＮ／ｍｉｎ）

１ ０～１０００ ５０

２ １０００ 持荷６０ｓ

３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３０

４ １３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

受拉试验方案：每个试件布置１４个应变片和２

个位移计；具体为：钢套管上布置８个应变片，套管

粘结处布置４个，复合管中部布置２个应变片。位

移计分别布置在试件的端部，具体情况见图８。加

载形式采用荷载控制方式，具体步骤见表５。

图８　受拉试件应变片和位移计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表５　受拉试验加载方案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ｔｅｓｔ

加载步骤 荷载／ｋＮ 加载速率／（ｋＮ／３０ｓ）

１ ０～５００ ３０

２ ５００ 持荷６０ｓ

３ ５００～８００ ２０

４ ８００ 持荷６０ｓ

５ ８００～破坏 １０

２　试验过程及现象

２１　受压试验现象

１）试件１

试验初期，无明显试验现象；加载至３２０ｋＮ

时，试件发出脆断裂声；３２０～１１００ｋＮ，发生数次断

裂声响；１１００～１６９０ｋＮ，无明显试验现象发生；加

载至１７００ｋＮ时，突然发出巨大的断裂声响，试件

破坏。破坏形式从套管连接处向下，与竖直方向呈

斜下４５°的截面发生断裂，由于整个加载过程中，试

件除了发生断裂声响外，无明显变形；试件１发生脆

性破坏，破坏形式见图９。

２）试件２

加载初期，无明显试验现象；加载达到２９５～

９９５ｋＮ期间，伴随发生数次断裂声响；９９５～１５３０

ｋＮ：无明显试验现象发生；加载至１５３０ｋＮ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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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发出巨大断裂声，试件被压坏，同时，可闻到轻微的

烧焦气味；破坏形式为钢套管与复合杆粘结处，与竖

直方向呈斜下４０°形成断裂带，与试件１破坏形式一

致，试件２也为典型脆性破坏形式，具体形式见图１０。

图９　受压试件１破坏现象

Ｆｉｇ．９　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１
　

图１０　受压试件２破坏现象

Ｆｉｇ．１０　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２
　

３）试件３

试验初期，无明显试验现象；加载至３００ｋＮ

时，试件连续发出断裂声响；３００～１０６０ｋＮ期间不

时发出断裂声响；加载至１６２０ｋＮ时，试件破坏。

试件３在破坏前有短暂轻微的预兆性响声；破坏形

式为钢套管与复合杆粘结处，与竖直方向呈斜下

４５°截面被压断。试件３也为典型脆性破坏形式，破

坏形式见图１１。

图１１　受压试件３破坏现象

Ｆｉｇ．１１　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３
　

２２　受拉试验现象

１）试件１

试验初期，无明显试验现象；加载至５０ｋＮ时，

试件发出几声清脆的断裂声；５０～３００ｋＮ，无明显

试验现象；荷载达到３００ｋＮ时，试件发出轻微脆断

裂声响；当荷载达到４５０ｋＮ时，试件发出较大的断

裂声；加载继续增大至５６０ｋＮ时，试件发生一声较

大的撕裂声；５６０～７１５ｋＮ，基本无明显试验现象；

荷载达到７１５ｋＮ时，试件发出巨大声响，复合管被

拉脱，试验结束。

图１２　受拉试件１破坏现象

Ｆｉｇ．１２　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１
　

２）试件２

０～６０ｋＮ阶段；无明显试验现象；当荷载达到６０

ｋＮ时，试件发出清脆断裂声；８０ｋＮ时，也发生同样

情况；加载至１２０ｋＮ、２４０ｋＮ、３００ｋＮ和３５０ｋＮ时，

试件发出断裂声；３５０～４５０ｋＮ，未见明显试验现象；

荷载达到４５０ｋＮ时，试件发生较大的撕裂声；５１０ｋＮ

时，也发生类似情况；荷载达到６５０ｋＮ时，试件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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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较大的撕裂声响；当荷载达到６８０ｋＮ时，复合管

被拉脱，并发出巨大的破坏声，试件破坏。

图１３　受拉试件２破坏现象

Ｆｉｇ．１３　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２
　

３　试验数据

３１　受压试验数据分析

ＧＦＲＰ复合套管的荷载位移曲线见图１４（犘为

竖向压力荷载，Δ为竖向变形量）。由图可知，三个

试件的荷载位移曲线变化基本类似，为明显的线性

分布，基本无屈服阶段，承载力达到峰值荷载后，即

发生破坏。ＧＦＲＰ复合材料的强度较高，可与钢材

强度相比；该材料的塑性变性能力较差，整个曲线呈

直线型，无下降段，一旦达到其极限荷载后，构件即

发生破坏。针对ＧＦＲＰ复合套管的设计，应严格限

制在弹性范围内，同时应有较大的承载力裕度，以保

证构件的安全。

图１４　受压试件荷载 位移曲线

Ｆｉｇ．１４　犘Δ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试件钢套管应变情况见图１５。由图可见，连接

处钢套管应变值较小，曲线基本呈直线型分布。试

件钢套管最大应变为３８０左右，处于弹性阶段。由

于ＧＦＲＰ复合管与钢管采用高强粘结剂进行粘连，

粘连部位的强度与刚度得到较大提高，应变值较小。

图１５　受压试件钢套管应变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ｓｔｅｅｌｃａｓｉｎｇｓ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试件复合管身应变情况见图１６。由图可知，曲

线基本呈直线状变化，三个试件的应变情况差别不

大。试件复合管极限应变值大约为１４０００左右。

ＧＦＲＰ复合管的应变远远大于端部钢管的应变值，

可见，钢管对核心 ＧＦＲＰ管的约束效果较好，两者

形成了较大的强度。从复合管身应变来看，线性变

化说明ＧＦＲＰ材料难以形成屈服，进入弹塑性阶段

（无强化阶段），更难以进入退化阶段。

图１６　受压试件复合管应变

Ｆｉｇ．１６　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ｉｐｅｓ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ＧＦＲＰ复合套管在轴心压力作用下，产生纵向

变形，受材料泊松比影响，同时产生一定的横向变

形。复合套管端部ＧＦＲＰ管与钢套管共同作用，其

变形量相对较小；由于端部横向变形较小，钢套管在

连接处对ＧＦＲＰ管产生一定的横向挤压作用，由于

玻璃纤维横向抗压性能较低，在纵向与横向双向挤

压作用下，连接处发生破坏，形成斜向下断裂带。

３２　受拉试验数据分析

复合套管受拉试验荷载位移曲线见图１７。试

验测得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大约为７００ｋＮ，位移大约

为７．８ｍｍ；试件的破坏形式为典型的脆性破坏，具

体为复合管脱落，构件失效前，无明显试验现象发

生。试件的粘结面积为５９６６ｍｍ２，经计算，粘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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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钢套管的粘结抗拉强度大约为６．５ＭＰａ；相关研

究表明，该粘结剂的抗剪强度为３８ＭＰａ。试件的破

坏形式为复合管脱落，而非断裂，表明用于粘结钢套

管与复合管的粘结剂连接强度不足，导致复合管被

拉脱。上述分析可见，对ＧＦＲＰ复合套管进行抗拉

设计时，应按粘结剂的连接强度进行计算，并保有足

够的安全裕度，以防止构件发生脆性断裂。

试件钢套管应变情况见图１８，复合套管应变分

布见图１９。

图１７　受拉试件荷载 位移曲线

Ｆｉｇ．１７　犘Δ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图１８　受拉试件钢套管应变

Ｆｉｇ．１８　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ｓｔｅｅｌｃａｓｉｎｇｓ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图１９　受拉试件复合管应变

Ｆｉｇ．１９　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ｉｐｅｓ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由图１８和图１９可知，钢套管最大应变大约为

２５０左右，复合管应变为６０００左右。应变曲线基本

呈线性变化，试件１、２的极限荷载和位移相差不大，

对应的应变值也差别不显著。由于试件的抗拉强度

由节点的粘结强度决定，复合管应变值较小，其承载

力潜力较大。从另一个方面看，对于ＧＦＲＰ材料造

成一定浪费，实际工程中，可适当减少复合管厚度，

以提高经济性。

ＧＦＲＰ复合套管在轴心拉力作用下，产生纵向

变形，由于 ＧＦＲＰ管与钢套管采用高强粘结剂连

接，连接强度主要由粘结剂抗剪强度以及粘结面积

决定。从试件的破坏形式看，ＧＦＲＰ管与钢套管的

粘结强度远远低于玻璃纤维材料的抗拉强度，导致

连接处发生脱落，而主体杆件未发生破坏。

４　结　论

１）轴心压力作用下复合套管破坏形式为钢套

管与ＧＦＲＰ管交界处，与竖直方向呈大约４５°度截

面发生断裂；ＧＦＲＰ复合套管塑性变性能力较差，无

屈服阶段，试件断裂前无明显变形，破坏形式为脆性

破坏，结构设计应留有足够的安全裕度，该种形式复

合套管设计强度标准建议取值２８０ＭＰａ。

２）轴心拉力作用下ＧＦＲＰ套管的破坏形式为

ＧＦＲＰ管与钢套管之间发生脱落，属于脆性破坏，结

构设计时，应保证足够的安全裕度。复合套管的承

载力由粘结剂与钢套管的粘结强度决定，粘结强度

建议取值６．５ＭＰａ。

３）根据材性试验结果，ＧＦＲＰ管件的受压或受

拉承载力大约为２３００ｋＮ，ＧＦＲＰ套管试件的极限

受压承载力大约为１６５０ｋＮ；极限抗拉承载力为

７００ｋＮ。套管的端部挤压作用使得轴压承载力下

降２８．３％；钢套管胶结强度不足使得管件受拉承载

力降低６９．６％。总体上看，ＧＦＲＰ复合套管的极限

抗压承载力可达到极限抗拉承载力的２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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