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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uctural stainless steel requires appropriate recognition of its beneficial properties such as material nonlinearity 

and significant strain hardening. The recently proposed Continuous Strength Method (CSM) exploits those benefits through a 

strain based approach for both stocky and slender cross-sections, and is shown to yield a higher level of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 

as well as design efficiency, in the capacity predictions of stainless steel cross-sections.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ext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SHS, RHS, round tubes and H-sections stubs, but research into cold-formed stainless steel equal-leg 

angle section stubs remains scarce. In this paper, the scope of the CSM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design of cold-formed stainless 

steel equal-leg angle section stubs. Developed FE models included material nonlinearities as well as initial geometric 

imperfections. A comprehensive parametric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slenderness with different cross 

section geometries for the considered angle stubs. Cross-section resistances obtained from the numerical study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urrent Continuous Strength Method (DSM) guidelines and EC3 when applied for stainless steel 

equal-leg angle section stubs; obtained comparisons showed considerable conservatism. A modified design method for 

cold-formed stainless steel equal-leg angle section stubs is proposed herein following CSM techniques, which provides 

considerably more accurate predictions for the considered cold-formed stubs. Reliability of the proposed design equations is also 

presented showing a good agreement with both experimentally and numerically obtain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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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构不锈钢设计中需要适当利用其诸如材料非线性和应变硬化等优点，最近提出的连续强度法(CSM)可实现此

目的且计算效率高。虽然该方法已应用于细长和非细长截面的承载力计算，但仅适用于方管、矩管、圆管及H型截面。

本文将此方法扩展到冷弯等肢角钢截面。进行了一项全面的有限元研究，以补充有限数量的可用试验结果。得到的有

限元结果用于提出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的截面承载力设计方法。将所提出方法与EC3指南计算结果进行比较，比较结

果表明该方法与FE结果吻合良好，且可靠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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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由于耐腐蚀性好、强度高、维护成本低和美观等优异

材料性能，不锈钢合金越来越多地用于建筑结构中。尽管

比起传统碳钢具有明显优势，但由于缺乏恰当的设计方法

而不能充分发挥其优异性能，因此不锈钢在结构中的应用

受到限制。 

虽然不锈钢具有与碳钢明显不同的非线性应力-应变

关系，但基于碳钢理想弹塑性材料模型提出的有效宽度法

是各国不锈钢设计规范处理不锈钢截面局部屈曲的方法。

SEI/ASCE-8[1]和AS/NZS4673[2]给出的截面长细比限值

为0.673，大于该值时必须考虑有效截面。欧洲规范

3(EC3)[3]将不锈钢截面分为四个级别，其中4级是细长截

面。中国规范CECS-410[4]虽未对截面分类，但对所有设

计截面必须判断是否全截面有效。有效宽度法中，毛截面

面积减小为有效截面，且需基于有效尺寸重新计算所有几

何特性，以考虑局部屈曲引起的承载力降低。有效截面几

何特性计算过程繁复，且未能考虑不锈钢材料的非线性应

力-应变关系及应变硬化的有利影响，因此直接将此方法

应用于不锈钢构件设计并不合理。 

最近提出的连续强度法(CSM)不对截面分类且通过

连续设计曲线利用材料应变硬化的有利影响。Gardner和

Nethercot[5,6]首先将该方法应用于不锈钢管截面。Gardner

和Ashraf[7]将这种方法扩展到其他非线性金属材料，如铝

和高强度钢，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Ashraf等

[8]提出了不锈钢钢管和开口截面“基于变形能力的承载力”

的设计方法。Gardner[9]首先提出术语“连续强度法”，并

使该方法更便于使用。最近，Afshan和Gardner[10]使用一

种简单的线弹性硬化材料模型提出了CSM设计指南，采用

此材料模型时，非细长截面(即，截面长细比 0.68pλ ≤ )

的截面承载力计算结果准确且离散性小。这一修正使CSM

可以更直接的利用不锈钢材料应变硬化的有利影响。 

由于细长截面在实际工程中应用非常普遍，简单的设

计方法将推进其在结构中的应用。Ahmed和Ashraf[11]在

可应用于紧凑截面的连续强度法的基础上，建立截面变形

能力与等效弹性变形能力之间的关系，考虑了局部屈曲对

截面承载力的影响，因而将CSM的应用范围扩大到细长截

面。至此，CSM可用于准确计算不同截面等级的构件截面

承载力，既考虑了材料的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及应变硬化

的有利影响，又省去了有效截面几何特性计算的冗长过程，

简化了构件截面承载力的设计方法。 

然而，现有CSM仅针对如奥氏体、铁素体、双相体等

各种常见等级不锈钢制造的矩管截面(RHS)、方管截面

(SHS)和H形截面的受压和面内抗弯承载力进行了研究。对

于常用于工程中的等肢角钢截面研究甚少，仅见Zhang和

Tan[12]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柱进行试验和数值分析，该研

究为此类型截面应用于工程实际提供了试验数据及数值

研究基础。 

本研究根据可用的试验结果建立并验证了数值模型，

采用该模型计算得到大量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短柱

的结构性能数据。所有试验和数值结果用于评判欧洲欧规

范及现有CSM设计公式对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的适用性。

在对现有CSM的适用性进行判断后，提出了适用于不锈钢

冷弯等肢角钢截面承载力计算的CSM方法。 

总的来说，对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本研究推荐

的CSM设计方法可得到准确、一致且可靠的截面承载力计

算结果。 

2．不锈钢设计规范的截面承载力设计方法 

国际主流不锈钢设计规范包括美国规范[1]、澳大利亚

/新西兰规范[2]、欧洲规范[3]和中国规范[4]。欧洲规范经

过多次修订后是国际上最新的不锈钢设计规范。然而，所

有这些设计规范都按照传统的有效宽度法来处理细长截

面的局部屈曲。 

2.1．欧洲规范(EC3) 

与EN1993-1-1[13]中规定的碳钢分类相似，EC3[3]将

不锈钢截面分为四个不同级别，每个级别具有不同板件长

细比限值。对于不同的截面分类，提出了一系列板件宽厚

比 (b/t)限值，板件宽厚比限值取决于材料特性

( ) ( )0.2235 / / 210000Eε σ= 、边缘支承条件(即内部或

外伸板件)和施加的应力场形状。由于没有明确屈服点，

0.2％弹性应力( 0.2σ )被认为是不锈钢的屈服应力( yσ )。对

于受压截面，1-3级和4级截面间有明确区别。1-3级截面被

认为是非细长或紧凑截面，通常由于材料屈服和/或非弹

性局部屈曲破坏，其承载力大于弹性承载力。而4级被认

为是细长截面，在低于屈服应力的平均应力下局部屈曲可

能会导致构件破坏。 

截面分类与构成截面的长细比最大的板件相关，且未

考虑板件间的相互作用。一旦超过3级限值，需用有效宽

度法计算有效截面，以考虑在达到 0.2σ 之前发生的局部屈

曲的影响。因此，截面抗压承载力 ,c RdN 由式(1)或(2)确定，

其中 gA 是毛截面面积， effA 是有效截面面积， 0Mγ 是规

范中规定的安全系数。 

值得注意的是，对截面分类并计算细长截面的有效截

面几何特性需要大量计算工作。 

对1、2和3级截面：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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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d

M

A
N

σ
γ

=                (1) 

对4级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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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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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连续强度法(CSM) 

2.2.1．简介 

连续强度法(CSM)[14-16]是一种基于变形的设计方

法，最初提出的目的是设计不锈钢紧凑(即1，2和3级)截面

时可以合理利用材料的应变硬化。在轴压[17-20]荷载作用

下，该方法对非细长不锈钢截面的承载力计算结果精度高。 

2.2.2．非细长截面的CSM 

非细长截面的CSM设计方法采用“基本曲线”来确定

在局部屈曲破坏前截面可以达到的最大应变，同时采用线

弹性硬化材料模型可使设计应力大于屈服应力。基于回归

拟合一系列包括奥氏体、双相和铁素体不锈钢、碳钢、高

强钢和铝等金属材料的受压试验数据的基本曲线，给出了

截面长细比 pλ 和用应变比( csm yε ε )表示的变形能力间

的关系，由公式(3)给出，其中 csmε 是可达到的最大应变，

=y y Eε σ ，为屈服应变。公式(3)给出了应变比( csm yε ε )

的两个限值：第一个限值为15，是防止过度变形，也满足

EN1993-1-4[21]中给出的材料延性要求，而与采用的线弹

性硬化材料模型相关的第二个限值是避免过高估计材料

强度。与直接强度法(DSM)类似，连续强度法(CSM)也使

用截面长细比 pλ 而不是单个板的长细比 lλ ，因此考虑了
板件间相互作用的有利影响。注意公式(3)定义的基本曲线，

适用于 pλ 小于等于0.68的非细长截面。 

1

3.6

0.25
= min 15,csm u

y yp

Cε ε
ε ελ

 
≤  

 
 

，当 0.68pλ ≤    (3) 

CSM线弹性硬化材料模型具有四个材料参数( 1C 、

2C 、 3C 和 4C )，应变硬化斜率 shE 由公式(4)计算得到。

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基于材料拉伸试样数据校准每种金属

材料的参数值。CSM材料模型参数 1C 用于定义截止应变

(见公式(3))，以确保材料强度不会从采用的线性硬化材料

模型中过度预测。CSM材料参数 2C 用于公式(4)中定义应

变硬化斜率 shE ，而参数 ( )3 41u y uC Cε σ σ= − + 为对应于

材料极限强度 uσ 的应变。 

2

=
u y

sh
u y

E
C

σ σ
ε ε

−
−

                (4) 

在确定最大可达应变 csmε 和应变硬化模量 shE 后，

CSM设计应力 csmσ 可以从公式(5)计算得到，然后用公式

(6)计算截面抗压承载力 ,csm RdN ，其中 0Mγ 是截面承载力

安全系数，不锈钢的推荐值为1.1。 

( )=csm y sh csm yEσ σ ε ε+ −             (5) 

,
0

= csm
csm Rd

M

A
N

σ
γ                (6) 

通过与试验和有限元结果的全面比较知，CSM对不锈

钢非细长截面的承载力计算精度高且离散性小，由于考虑

了应变硬化的有利影响，因此适用于不锈钢非细长截面在

轴心受压[17-21]时的截面承载力计算。 

2.2.3．细长截面的CSM 

在成功应用于不锈钢非细长截面后，CSM设计方法应

用到细长截面设计，此类构件在达到0.2％弹性极限应力

前发生局部屈曲，且并未出现明显应变硬化现象。CSM通

常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个是基本曲线，该曲线定义了

在局部屈曲破坏前截面可以达到的最大应变，另一个是线

弹性硬化材料模型，该模型提供了不锈钢材料的非线性应

力-应变关系。而采用的CSM材料模型基于对材料单向拉

伸试验数据的分析进行校准，因此与截面长细比无关。因

此，将CSM扩展到细长截面设计的关键步骤在于为长细比

0.68pλ > 的细长截面建立第二条基础曲线。 

通过回归拟合试验数据得到非细长截面的CSM基本

曲线，试验局部屈曲极限应变 lbε 为极限荷载下的最大应
变 lbε ，等于短柱破坏时试件末端缩短 uδ 与试件长度 L之

比。 

然而，对于在屈服前因局部屈曲而破坏的细长截面，

截面承载力受到弹性屈曲和屈曲后性能的影响，因此基于

试验局部屈曲极限应变定义提出的基本曲线将导致所采

用的CSM材料模型对破坏应力的过高估计。 

因此，等效局部屈曲应变[11]的概念用于细长截面试

验极限应变的定义，以避免设计破坏应力的计算结果过大。

考虑到CSM采用直至屈服应力的线性应力-应变材料模型，

基于线性荷载变形的假设确定了低于屈服强度的细长截

面构件的等效试验局部屈曲极限应变 ,lb eε ；因此细长截面

柱 ( ), ,=lb e u testN EAε ，其中 ,u testN 为试验极限荷载。因此，

短柱的试验局部屈曲应变比(定义为等效局部屈曲变形与

屈服应变 yε 之比)等于试验极限承载力与屈服承载力的比

值，见公式(7)，其中 y yN Aσ= 为截面屈服荷载。此外，

与非细长截面的基本曲线不同[24]，采用这种变形能力的

定义在材料应力低于0.2％弹性极限应力不需要进一步考

虑实际材料应力-应变关系与CSM线弹性材料模型间的差

异，因此 ,=csm y lb e yε ε ε ε 。 

, ,= =csm y lb e y u test yN Nε ε ε ε          (7) 

收集以往短柱试验数据提出了 0.68pλ > 的细长截面

的第二条基本曲线。为了与CSM的非细长截面基本曲线保

持一致，细长截面的基本曲线应该通过细长和非细长截面

间的长细比限值(过渡点)，即(0.68,1)。得到的细长截面

CSM基本曲线见公式(8)。但应注意，两条曲线在 =0.68pλ
处连续但斜率不连续。 

1.050 1.050

0.222 1
= 1csm

y p p

ε
ε λ λ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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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应的屈服(弹性)应力乘以应变比可计算得到

CSM截面承载力，见公式(9)。 

0.2
,

0

= csm
csm Rd

y M

A
N

ε σ
ε γ             (9) 

3．有限元模型及试验验证 

3.1．简介 

使用商业有限元分析软件包ABAQUS[22]进行有限

元模拟。首先根据试验结果验证有限元模型，并研究各种

输入参数对有限元模型的影响。经过验证的有限元模型用

于进行参数分析，得到的计算结果用于补充有限的试验数

据。 

3.2．有限元模型基本假定 

按照[23-24]的方法建立考虑材料和几何非线性的有

限元模型。单元采用减缩积分四节点双曲壳单元S4R，对

于冷弯角钢的平直段采用均匀网格，网格尺寸不超过2mm，

截面角部划分6个单元，这样可以兼顾计算精度和计算效

率。材料模型采用由Arrayago等[25]修正的Rasmussen[26]

两阶段Ramberg-Osgood(R-O)[27]模型。 

在成形过程中，由于发生塑性变形，冷成型截面出现

材料强度提高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截面角部非常明显，因

此，在角部及与之相连平直段延伸2倍角钢肢厚范围内使

用角部材性单向拉伸试验结果[28]。 

有限元模型中短柱两端固定，仅允许柱顶发生纵向位

移。底部和顶部的所有节点分别与位于相应截面形心处的

两个参考点耦合。除了顶部参考点的竖向位移外，约束两

个参考点的所有自由度以模拟短柱两端固定的边界条件。

通过对顶部参考点施加竖向位移为模型加载。 

3.3．初始几何缺陷 

薄壁构件的性能受到初始几何缺陷的影响。因为在短柱

试验中均未观察到构件的整体屈曲，因此在有限元分析中只

考虑了局部初始几何缺陷。有限元模型中使用特征值分析得

到的最低阶弹性屈曲模态来模拟试件的初始几何缺陷分布。 

为了评估初始几何缺陷大小对模型精度的影响，考虑

了三个初始几何缺陷大小：1)由Gardner和Nethercot[29]改

进的Dawson和Walker模型[30]，2)t/100和3)t/10，其中t是

角钢肢厚。然后使用改进的Riks方法[31-32]进行几何和材

料非线性分析，该方法可以得到包括下降段的完整的短柱

荷载-变形曲线。 

3.4．残余应力 

冷弯型截面在成形过程中由于不均匀的塑性变形产

生弯曲残余应力。然而，由于膜残余应力对冷成型不锈钢

角钢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且在材性试验中已包含了厚度方

向的残余应力[33-34]，因此在有限模型中不考虑残余应力

的影响。 

3.5．有限元模型验证 

通过比较从有限元模拟与相应试验得到的破坏荷载、

荷载-柱中部扭转角曲线和破坏模式来评估有限元模型的

正确性。 

表1给出了三组初始几何缺陷大小FE与试验破坏荷载

的比值，表明三组初始几何缺陷情况下计算结果的精度均

很高、离散性小。 

表1 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试验截面承载力比较。 

试件截面 试件编号 
初始几何缺陷 

D&W模型 t/100 t/10 

A50X6 
A50X6-150 1.01 1.02 0.95 

A50X6-150R 1.01 1.03 0.94 

A100X6 
A100X6-300 0.93 0.98 0.89 

A100X6-300R 1.00 1.05 0.94 

平均值  0.99 1.02 0.93 

变异系数  0.04 0.03 0.03 

图1比较了典型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固端短柱试件

A50-150和A100-300的试验和FE荷载-柱中部扭转角曲线，

可以看出FE曲线很好地模拟了相应试件的试验曲线。图中

给出的FE曲线为初始几何缺陷采用改进的Dawson和

Walker模型的计算结果。由于[12]未给出短柱试件的破坏

模式，但从分析可知，角钢短柱在轴力作用下必然发生塑

性局部屈曲，这与有限元分析结果吻合，图2给出了发生

塑性局部屈曲的短柱试件A100×100×6的破坏模式。 

总的来说，有限元模型能够准确地模拟不锈钢冷弯等

肢角钢固端柱试件的试验响应，因此可用于后续的参数研

究。 

4．参数分析 

为补充有限的试验数据，考虑更多截面长细比情况下

的构件截面承载力，经验证的有限元模型用于一系列参数

研究。共分析了470个不同的冷弯等肢角钢截面，角钢肢

宽在25-200mm间变化，肢厚在2-6mm间变化，相应的截

面长细比在0.25-3.0间变化。材料为奥氏体不锈钢(1.4420)，

选自[12]中的A50×50×6试件，有限元模型截面平直段和角

部分别采用单向拉伸试验实测材料性能，材料性能列于表

2中。对于短柱，每个模型的长度为截面最大尺寸的三倍。

改进的Dawson和Walker模型用于计算初始局部缺陷大小，

有限元模型中不考虑残余应力。有限元分析结果及文献

[12]中的试验数据用于评价现行欧洲规范(EC3)[3]及CSM

设计方法对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承载力的适用性。 

表2 试验试件的材料性能[12]。 

试件截面 取样位置 E(GPa) σ0.2(MPa) σu(MPa) R-O参数(n) 

A50X6 
平直段 198.2 278.2 637.0 6.8 

角部 187.1 619.4 880.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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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试验试件[12]与有限元模型荷载-柱中转角关系曲线。 

 

图2 试件A100×100×6的破坏模式。 

5．欧洲规范(EC3)及现有CSM设计方法评价 

通过将数值计算承载力Nu与未考虑安全分项系数的

设计承载力Nu,pred进行比较，对两种设计方法进行定量评

价。图3给出了EC3规范及现有CSM设计方法计算结果、

有限元及试验结果的比较。由图可知，现有CSM方法及

EC3方法计算结果均明显偏于保守。现有CSM方法比EC3

方法得到的平均承载力的计算结果更小，但离散性小。现

有CSM计算结果及EC3计算结果与有限元结果之比的平

均值分别为0.74和0.77，变异系数CoV分别为0.09和0.12。

比较结果表明，现有CSM及EC3设计方法均不能准确计算

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的截面承载力。 

 

图3 欧洲规范及现有CSM设计方法计算结果与有限元计算结果比较。 

6．推荐的冷弯不锈钢等肢角钢CSM设计方法 

根据公式(10)计算得到有限元计算得到的端部缩短δu

与试件长度L之比，相对截面长细比绘制于图4中，由图可

知该曲线符合指数函数关系，通过回归拟合有限元数据得

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的CSM基本曲线，见公式(11)，

图4中也给出了公式(11)对应的CSM基本曲线，式中还给

出了两个变形能力限制，原因与现有CSM设计方法相同。 

= 0.002= 0.002u
csm lb

L

δε ε − −       (10) 

有限元结果用于校准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承载

力的CSM设计公式。建议将现有CSM公式(公式(3)和(8))

修改为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承载力CSM公式(公式

(11))。 

1

0.73

0.0013
= min 15,csm u

csm
y yp

Cε εε
ε ελ

 
≤  

 
 

且    (11) 

Ecsm csmσ ε=              (12) 

,
0

= csm
csm Rd

M

A
N

σ
γ              (13) 

公式(11)可适用于整个截面长细比范围，由公式(11)

计算得到截面变形能力后，由公式(12)计算CSM应力，再

根据公式(13)得到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承载力，该公

式使用更简单，且在 =0.68pλ 处曲线及曲线斜率均连续。

使用推荐的CSM设计方法计算得到的名义构件承载力

Nu,pro与由FE模型得到的承载力Nu进行比较。比较结果在

图5中给出。对于所有试件，Nu,pro/Nu的平均值为1.01，标

准偏差为0.03；可以看出，本文推荐的CSM设计公式比现

行欧洲规范(EC3)及现有CSM设计公式计算结果更准确且

离散性更小。 

然而从图中还可以看出，按照推荐公式计算的不锈钢

冷弯等肢角钢截面承载力虽然和有限元分析结果吻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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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仍有一部分结果和有限元计算结果的比值大于1.0，

表明按本文推荐的公式计算的截面承载力仍有一部分偏

于不安全。针对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承载力更精确的

CSM设计公式仍在进一步研究中。 

 

图4 试件变形能力与截面长细比关系。 

 

图5 推荐CSM设计方法计算结果与FE计算结果比值。 

7．可靠性分析 

使用EN 1990 - Annex D[35]的方法进行标准统计分析

以评估本文推荐的CSM设计公式的可靠性。表3给出了分

析中使用的关键参数，其中n是FE结果的总数， ,d nk 是数

据数量n的设计值(极限状态)分位系数，b是基于每组数据

的最小二乘拟合的FE结果与本文推荐公式计算结果的平

均比值。Vδ 是相对于承载力模型的试验和FE模拟的变异

系数， rV 是包含模型和基本变量不确定性的组合变异系

数， 0Mγ 是截面承载力的安全分项系数。根据[36]的建议，

奥氏体不锈钢的材料超强系数为1.3，材料强度的变异系

数为0.06。几何性质的变异系数取推荐值0.05。可以看出，

对于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具有CSM设计承载力函数

的安全分项系数 0Mγ 略大于EC3[3]中推荐的奥氏体不锈

钢的安全分项系数1.10。因此本文建议的不锈钢冷弯等肢

角钢截面承载力的CSM设计公式的安全分项系数可采用

略大于规范推荐值的1.15。为与规范推荐值保持一致，更

精确的CSM设计公式仍在进一步研究中。 

表3 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截面承载力可靠性分析结果。 

n Kd,n b Vδ Vr γMO 

470 3.04 1.01 0.06 0.05 1.12 

8．结论 

本文介绍了奥氏体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短柱的数值

研究。建立并使用可用试验结果验证了非线性有限元模型。

FE技术用于分析具有不同截面几何尺寸及截面长细比的

470个奥氏体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短柱。将得到的承载力

与现行欧洲规范(EC3)及现有CSM设计方法进行比较。 

比较结果表明，现行欧洲规范(EC3)及现有CSM设计

方法在计算奥氏体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短柱截面承载力

时过于保守。在确定了现有设计方法需要改进后，参数研

究得到的FE结果用于修正CSM设计方法，推荐CSM设计

公式与现有CSM设计方法采用了相同的设计理念。推荐奥

氏体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短柱截面承载力的CSM设计公

式计算结果准确且离散性小。此外，所提出的方法在计算

奥氏体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短柱截面承载力时略偏于不

安全，应采用更高的安全分项系数后应用于设计工作，本

研究建议采用1.15。奥氏体不锈钢冷弯等肢角钢短柱截面

承载力的更精确CSM设计公式正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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