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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轴向加载方式下圆 CFDST 柱的受压性能研究

闫西峰 1,2*  赵衍刚 3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西安，中国 710055；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

中国 710055；3．神奈川大学建筑系，神奈川，日本 2218686）

摘    要:目前，关于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CFDST)柱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柱子的全(或局部)截面承受轴

压荷载，但对于仅混凝土承受轴压荷载的 CFDST柱并未进行相关的研究。由于轴向加载方式不同，钢管

对混凝土的约束效果不同，导致柱子的轴压性能发生变化。本文针对不同轴向加载方式下圆 CFDST短柱

的受压性能进行试验研究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当空心率为 0和 0.19时，全截面受压 CFDST柱的极限

承载力大于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而空心率为 0.34 和 0.56 时，结果则正好相反。此外，CFDST 柱

的极限承载力随着混凝土强度的增大而增加，而随着 Do/to 比率的增大而减小。由于钢管的应变硬化，

外钢管轴向载荷在峰值后阶段先减小，然后继续增大。全截面受压 CFDST柱内钢管的轴向荷载先线性增

加，然后几乎保持不变；由于摩擦力的存在，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内钢管也承受一定的轴向荷载，

该荷载先增大后减小，最后接近于零。在初始加载阶段，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柱外钢管提供一定的侧

向约束应力给夹层混凝土，而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的侧向约束应力几乎为零。 

关键词: 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加载方式；轴压；短柱 

RESEARCH ON COMPRESIVE BEHAVIOUR OF CIRCULAR 

CFDST COLUMNS UNDER DIFFERENT AXIAL LOADING 

MODES 

X.F. Yan 1,2*, Y.G. Zhao 3

(1.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China 710055 

2.Key Lab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Earthquake Resistance,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China 710055 

3.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Kanagawa University, Kanagawa, Japan 2218686)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CFDST columns mainly focuses on the bearing 

axial load of the full (or local) cross-section of the columns, but there is no research on the CFDST 

column that only the sandwiched concrete bears the axial load. Due to different axial loading 

methods, the confinement effects of steel tubes on the sandwiched concrete are different, resulting 

in the change of axial compression performance of columns. In this paper, the compression 

performance of circular CFDST short columns under different axial loading modes is 

experimentally and numerically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hollow ratio was 0 and 

0.19, respectively,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of whole-section axially loaded CFDST column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sandwich concrete axially loaded CFDST column; While the hollow ratio 

was 0.34 and 0.56,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were just the opposite. In addition,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of CFDST column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crete strength and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Do/to ratio. Due to the strain hardening of steel, the axial load of the outer steel 

tube first decreased in the post-peak stage, and then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axial load of the 

inner steel tube in the whole-section axially loaded CFDST column increased linearly at fir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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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remained almost unchanged;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friction, the inner steel tube in the 

sandwich concrete axially loaded CFDST column also undertook a certain axial load, which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nd finally approached zero. In the initial loading stage, the outer 

steel tube of the sandwich concrete axially loaded CFDST column provided a certain lateral 

confining stress to the sandwich concrete, while the lateral confining stress of the whole-section 

axially loaded CFDST column was almost zero. 

 

0引  言 

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CFDST)是一种由内外

两个不同直径的钢管同心放置，并在钢管夹层

之间浇筑混凝土而形成的组合构件。与实心钢

管混凝土(CFST)柱类似，CFDST 柱具备强度高，

延性好，抗震性能好等优点，同时相比于 CFST

柱，减少了自重但增大了抗弯刚度，更适用于

对刚度要求敏感的构件[1]。由于其性能优异，目

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海洋平台支架柱、防爆掩体、

输电线杆塔、桩基、以及桥墩等结构中[2,3]，工

程应用实例如图 1 所示。 

     

a 海洋平台支架柱                         b 输电线杆 

图 1 CFDST 柱的工程应用 

Fig.1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CFDST columns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针对在受压、受弯、

受扭等工况作用下 CFDST 构件的基本力学性能

进行了一些试验研究、数值模拟以及理论分析

等工作[4-9]，也有部分学者[10,11]针对于以上几种

工况组合进行了研究。例如，陶忠等[1]基于试验

和有限元结果分析了钢管径厚比、空心率、构

件长细比和偏心率对 CFDST 受压构件力学性能，

并提出了圆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轴压和压弯构

件承载力实用验算方法。Yang等[2]进行了局部轴

压外圆内圆和外方内方 CFDST 柱试验研究，考

察了空心率、端板厚度和局部受压面积率对

CFDST 柱工作机理和承载力的影响，并提出了

适用于局部受压 CFDST 柱承载力计算公式。赵

均海等[3]、聂建国和廖彦波[4]基于理论分析研究

了 CFDST 短柱的受理机理和荷载变形过程，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 CFDST 柱轴压承载力计算公式。

Huang 等[5]、Wang 等[6]基于有限元分析了外圆内

圆和外方内圆 CFDST 轴压柱的力学性能，评估

了空心率、约束效应等典型参数对承载力的影

响规律，并数值回归了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

刘清等[7]、Chen 等[8]对 CFDST 构件在弯曲荷载

作用下的力学性能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构件

破坏模态受空心率的影响显著，构件具有良好

的延性，抗弯承载力主要与抗弯模量、空心率

和约束效应系数有关。针对受扭性能研究，黄

宏等[9]通过试验和有限元相结合的方式对

CFDST 柱的压扭性能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建议

了相应的抗压扭承载力计算方法。此外，谢力

等[10]、Liang等[11]开展了组合荷载工况下CFDST

柱的力学性能研究，着重考察了加载路径对其

受力特性的影响。 

基于不同荷载工况下 CFDST 结构受力性能

研究的回顾，可以发现该类构件基本力学性能

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还不完善和系

统。针对受压工况，对于不同轴向加载方式下

的 CFDST 结构力学性能尚不明确。例如，目前

关于 CFDST 柱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柱子的全

(或局部)截面承受轴向荷载，然而对于仅混凝土

承受轴向荷载的 CFDST 柱并未进行相关的研究。

由于轴向加载方式不同，钢管对混凝土的约束

效果不同，导致约束混凝土强度的变化，进一

步对柱子的轴压性能产生影响。 

因此，需要针对不同加载方式 CFDST 柱的

轴向压缩性能进行研究，分析不同轴向加载方

式对柱子轴压工作机理和受力性能的影响。这

将为 CFDST 构件在实际工程结构中的应用提供

重要的参考依据。 

 

1 轴心受压性能试验概况 

1.1试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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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不同轴向加载方式 CFDST 柱的受

压性能，总共 28 个试件被测试，14 个试件进行

全截面轴心受压试验和 14 个试件进行仅夹层混

凝土轴向压缩试验，两组试验体材料和尺寸相

同，仅加载方式不同，具体试件设计详情参考

文献[12]。研究参数分别为空心率、外钢管钢材

强度和径厚比、混凝土强度及轴向加载方式。

外钢管钢材选用具有不同强度的 STK400(Q345)

和 STK490(Q460)钢 ， 而 内 钢 管 钢 材 为

STK400(Q345)；混凝土强度选取 C24、C36 和

C48三种等级，标准养护28天后，其强度为 29.0 

MPa、37.5 MPa和 51.0 MPa；通过改变外钢管壁

厚的方式变化外钢管径厚比(外钢管直径保持 Do 

=190.7 mm)，外钢管名义壁厚(to)为 4.3 mm、5.3 

mm 和 6.8 mm；空心率(Di/(Do-2to))为 0、0.19、

0.34、0.56，对应的内钢管名义直径(壁厚)为 0 

mm、34.0 mm(3.2 mm)、60.5 mm(3.8 mm)、

101.6 mm(4.2 mm)。所有试件的长度为 570 mm。 

为了容易识别试件，对不同试件进行编号，

如编号“C4-36-0.19-C/E”，其中，“C”表示

试件由内外两个圆钢管组成；“4”表示外钢管

的钢材类型为 STK400(Q345)；“36”表示夹层

混凝土选用 C36(37.5 MPa)等级混凝土；“0.19”

表示试件的空心率为 0.19；“C/E”表示试件的

轴向加载方式为仅混凝土截面受压/全截面受压。 

1.2测点布置与加载方案 

为了测量试件在加载过程中钢管纵向和环

向的应变变化，总共 12 个应变花贴在试件内外

钢管的上中下三部分，对称粘贴取两个应变的

平均值。两个位移计对称布置用来监测试件加

载过程中是否发生扭转。具体应变花和位移计

的布置如图 2 所示。 

    

a 全截面受压                           b 混凝土截面受压 

图 2 应变花和位移计布置 

Fig.2 Layout of strain rosettes and extensometer 

 

本次试验在日本神奈川大学建筑系构造实

验室完成，对不同加载方式 CFDST 柱进行轴压

试验，轴压机采用具有最大承载力为 5000 KN电

液伺服轴压机，并采用位移控制加载过程，直

到试件破坏停止加载。在加载过程中，通过将

数据采集仪连接到轴压机以及应变花，获取试

件的应变演化和荷载-变形数据。试验加载装置

如图 3 所示。 

        

a 全截面受压                 b 混凝土截面受压 

图 3 CFDST 柱加载装置 

Fig.3 Loading device of CFDST columns 

 

2 试验结果及其分析 

2.1 试验现象 

试验终止后，观察试件的破坏形态，从图 4

和图 5 可以看出，由于轴向加载方式不同，试件

的破坏形态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首先，对比外

钢管的破坏形态，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的上下

端部和中间截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鼓曲破坏现

象，而夹层混凝土截面受压 CFDST 柱通过肉眼

可观察试件中部发生外向鼓曲破坏，且鼓曲范

围大于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其次，对比内钢

管的破坏形态，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内钢管中

间部位发生一定程度的内向鼓曲，这主要是因

为内钢管承受一定的轴向荷载和夹层混凝土的

碎裂。而仅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的内外钢 

    

a 外钢管                                 b 内钢管 

图 4 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破坏形态 

Fig.4 Failure modes of axially loaded CFDST 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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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几乎没有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夹层混凝土承

受轴向荷载，即使由于摩擦力一部分轴向荷载

被转移到内钢管上，但是这部分荷载不足以使

内钢管发生明显的变形。 

 

    

a 外钢管                                 b 内钢管 

图 5 混凝土截面受压 CFDST 柱破坏形态 

Fig.5 Failure modes of axially concrete-loaded CFDST 

columns 

 

2.2 荷载-应变曲线 

图 6 展示了 CFDST 柱试件在不同加载方式

下的轴向荷载-应变曲线的比较，选取了外钢管

为 STK490 仅空心率不同的 8 根试件。从该图可

以看出，对于空心率为 0 和 0.19 的 CFDST 柱试

件，刚开始随着轴向应变的增大，两种不同加

载方式试件的轴向荷载大体相同，之后，随着

轴向应变的继续增大，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试

件的轴向荷载大于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试

件。然而，当轴向应变增加到 0.007 左右时，夹

层混凝土截面受压 CFDST 柱试件的轴向荷载大

于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试件，直到试件加载终

止。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试件内外钢管的约束作用强于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试件。 

然而，对于空心率分别为 0.34 和 0.56 的

CFDST 柱试件，在初始加载阶段，随着轴向应

变的增大，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试件的轴向载

荷几乎等于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试件；当

轴向应变增加直到 0.002 左右时，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试件的轴向荷载开始大于夹层混凝土

受压 CFDST 柱试件，直到试件加载终止。这主

要是因为随着空心率的增大，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试件内外钢管提供给夹层混凝土的侧

向约束应力减小，使试件的轴向荷载始终处于

小于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试件的状态。 

 

a                                                        b 

 

c                                                         d 

图 6 CFDST 柱荷载-应变曲线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axial load vs. strain curves of CFDST 

columns 

2.3 承载力 

图 7 给出了不同轴向加载方式下 CFDST 柱

试件极限承载力的比较。图7(a)显示，CFDST柱

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先增大后减小。此外，还可

以看出，对于空心率为 0和 0.19的试件，夹层混

凝土受压 CFDST 柱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大于全截

面受压 CFDST 柱试件，而空心率为 0.34 和 0.56

的试件则正好相反。这表明，随着空心率的增

加，内外钢管对夹层混凝土的侧向约束作用减

弱。图 7(b)显示，CFDST 柱试件的极限承载力

随着混凝土强度的增大而增加，空心率为 0.34

的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大于

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试件。图 7(c)显示，

CFDST柱试件的极限承载力随着 Do/to比率的增

大而减小。这主要是由于 Do/to比率越小(管壁越

厚)的 CFDST 柱试件侧向约束作用越强。除此之

外，随着 Do/to比率的增加，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先小于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试件，然后又大于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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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 7 CFDST 柱极限承载力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ultimate strengths of CFDST columns 

 

3 有限元分析 

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13]对不同轴

向加载方式的 CFDST 柱试件进行了全面的数值

研究。 

3.1 钢材本构 

在 ABAQUS 中，钢材本构采用经典弹塑性

模型模拟，即二次塑流模型，它可以很好地反

映钢材的弹塑性，其中强化阶段和二次塑流阶

段采用直线段代替[14]。文中采用图 8所示的钢材

本构关系，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s 1

2

1 2

sy 2 3

s

3
sy 3 4

4 3

sy 4

1 0.6

1.6

E

A B C

f

f

f

  

    

  


 
  

 

 




− + +  

  

= 
 − +    − 




                 (1) 

式中：Es 和 fsy 为钢材的弹性模量和屈服强

度；A = 0.2fsy/(2 ̶ 1)2, B = 0.2A2, C = 0.8fsy + A12 

̶ B1, 1 = 0.8fsy/Es, 2 = 1.51, 3 = 102, 4 = 1002。 

 

图 8 钢材应力(σ)-应变()关系 

Fig.8 Stress (σ) - strain () relationship for steel 

 

 

3.2 混凝土本构关系 

对于钢管内核心混凝土的受压本构关系，

采用韩林海[14]提出的钢管约束混凝土本构关系，

其表达式如下： 

( )

2

c

0

2 1

1
1

x x x

x
x

x x






 − 


= 


 − +

                          (2) 

式中：x =  /0, y = f / fc,  表示混凝土在轴向应

力 f 时的应变；fc 表示标准混凝土的强度；0 表

示当混凝土轴向应力达到 fc 时的应变；η 和 0 

代表与截面类型有关的参数。对于圆形截面，

η 的值为 2，而0 的表达式如下： 

( )
( )

( )
7

0.25 0.5 0.55

0 c0.5 2.36 10 0.12f



 + −
 −  =                (3) 

式中： 表示名义约束因子。 

此外，本文还采用了混凝土损伤塑性模型

（CDPM），CDPM的详细信息见参考文献[14]。

对于其受拉本构关系，文中采用文献[15]中建议

的计算方法，在其拉伸极限强度达到前，钢管

内混凝土拉伸本构可近似为线弹性，之后为线

性强化阶段，其拉伸应变为 0.2%，混凝土的弹

性模量和泊松比依据文献[16]取值，取弹性模量

Ec = 4730(fc)0.5，泊松比μc = 0.2。 

3.3 钢管-混凝土接触关系 

本文采用“硬”、“罚函数”来定义钢管

和混凝土之间的接触行为[12]，法线方向采用

“硬”接触关系，接触单元传递界面压力，垂

直于接触面的压力可完全地在界面间传递；切

线方向采用“罚函数”来定义接触关系，摩擦

系数为 0.6。同时，为了提高收敛性，本文将外

钢管的内表面和内钢管的外表面被指定为主表

面，而与钢管接触的混凝土表面被定义为从属

表面。 

3.4 单元类型、边界条件、网格划分及加载方式 

由于所研究 CFDST 短柱的荷载和几何对称

性，本文选取柱子的八分之一模型进行数值分

析，如图 9 所示。在图 9 中，采用减缩积分格式

八节点的三维实体单元（C3D8R）和四节点的

壳单元（S4R）来模拟夹层混凝土和钢管[12]。根

据网格收敛研究分析，圆形截面的单元尺寸取

D/20。对于边界条件，混凝土和钢管在切割 YZ

平面、XZ 平面和 XY 的法线方向上的位移以及

钢管的 Z旋转受到约束。除纵向移动外，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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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面的所有自由度均受到约束。对模型顶面施

加均匀位移，而不是直接加载。 

 

 

图 9 有限元模型 

Fig.9 FE model in ABAQUS 

3.5 验和有限元分析结果对比 

为了验证有限元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本文

将通过对比不同加载方式 CFDST 柱的试验和有

限分析结果，包括轴向荷载-应变曲线和破坏形

态。 

图 10 展示了所选 CFDST 试样的预测轴向载

荷-应变曲线与试验获得的轴向载荷-应变曲线的

比较。从该图可以看出，有限元模型几乎可以

复制试件的轴向载荷-变形轨迹。然而，试验获

得的轴向载荷-应变曲线与有限元预测结果略有

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 ABAQUS 模拟钢管

和混凝土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这种相互作

用与实际试验条件不能完全达到一致。此外，

由于两个试样中使用的养护方法不同，CFDST

柱中内填混凝土的实际 fc值也可能不同于从标准

混凝土圆柱体材性试验中得到的值。 

此外，图 4 和图 5 展示了有限元模型和试验

结果失效模式的比较。从这两个图可以看出，

数值分析的破坏模式和试验结果之间具有较好

的一致性。因此，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可用于不

同轴向加载方式 CFDST 柱的受力性能分析。 

 

a C4-36-0.34-E                             b C4-36-0.56-E 

 

c C4-36-0.34-C                             d C4-36-0.56-C 

图 10 有限元和试验结果对比 

Fig.10 Comparison of FE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3.6 参数分析 

基于已验证的有限元模型，研究了不同轴

向荷载条件下 CFDST 柱的荷载分布和侧向约束

应力。参数设置如下所示：Do × to = 300 mm × 

8 mm, Di × ti = 85.2 mm × 4 mm, fsyo = fsyi = 275 

MPa, fc = 50 MPa, L = 900 mm, χ = 0.3。 

图 11 展示了全截面受压和仅夹层混凝土受

压 CFDST 柱中各个部件的轴向荷载分布。在图

11 中，Nu 表示柱子的轴向荷载；Nuc、Nuo 和

Nui 分别表示夹层混凝土、外部和内部钢管的轴

向荷载。从该图可以看出，随着轴向应变的增

加，全截面受压和仅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

的轴向荷载先增加后减小，然后随着轴向变形

的增加基本保持不变，夹层混凝土中也存在类

似的现象。对于外部钢管，其轴向载荷在峰值

后阶段先减小，然后继续增大，这主要是由于

钢管的应变硬化引起的。对于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中的内钢管，轴向荷载先线性增加，

然后几乎保持不变。由于试验中钢管和混凝土

接触面不可避免的摩擦，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中的内钢管也承受一定的轴向荷载，

该荷载先增大后减小，最后接近于零。 

 

a 全截面受压                             b 混凝土截面受压 

图 11 不同部件的荷载分布 

Fig.11 Load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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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截面受压 

 

b 混凝土截面受压 

图 12 内外钢管的侧向约束应力 

Fig.12 Lateral confining stresses of outer and inner steel 

tubes 

图 12 展示了全截面受压和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中内外钢管对混凝土的侧向约束应力

分布。在图 12 中，pso 和 psi 分别代表外部和内

部钢管对混凝土的侧向约束应力。从该图可以

看出，在初始加载阶段，在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中，外钢管对混凝土的侧向围压几乎等于零，

而内钢管提供一定的侧向围压。这主要是由于

钢管的泊松比大于填充混凝土的泊松比。随着

轴向加载的继续，夹层混凝土的有效泊松比大

于钢管。结果表明，外钢管的侧向约束应力开

始出现并逐渐增大，最终趋于一个常数。相反，

内部钢管的侧向约束应力开始降低，最终接近

于零。与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不同，在初始荷

载阶段，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中的外钢管

提供一定的侧向约束力给夹层混凝土。这主要

是因为在早期加载阶段，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中混凝土的有效泊松比已经超过了外

部钢管的有效泊松比。随着轴向变形的增加，

外钢管的侧向约束应力逐渐增大，最终趋于一

个常数。全截面受压和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中内钢管对混凝土的侧向约束应力变化趋势

相似。 

 

4 结论 

本文通过试验研究和数值分析，对不同加

载方式 CFDST 柱的轴向压缩性能进行研究，分

析空心率、外钢管钢材强度和径厚比、混凝土

强度及轴向加载方式对柱子轴压工作机理和受

力性能的影响。以下结论被得出： 

1）由于加载方式不同，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的上下端部和中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鼓曲破

坏现象，而夹层混凝土截面受压 CFDST 柱仅中

部发生外向鼓曲破坏，且鼓曲范围大于全截面

受压 CFDST柱。其次，全截面受压 CFDST柱内

钢管中间部位发生一定程度的内向鼓曲，而夹

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的内外钢管几乎没有变

化。 

2）随着空心率的增大，由于内外钢管对夹

层混凝土约束作用的变化，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的轴向荷载由部分高于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变成全加载阶段大于夹层混凝土受

压 CFDST 柱。 

3）当空心率为 0 和 0.19 时，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的极限承载力大于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而空心率为 0.34 和 0.56 时，结果则

正好相反；CFDST 柱的极限承载力随着混凝土

强度的增大而增加，但随着 Do/to 比率的增大而

减小。 

4）由于钢管的应变硬化，外钢管轴向载荷

在峰值后阶段先减小，然后继续增大。全截面

受压 CFDST 柱内钢管的轴向荷载先线性增加，

然后几乎保持不变；由于摩擦力的存在，夹层

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中的内钢管也承受一定的

轴向荷载，该荷载先增大后减小，最后接近于

零。 

5）由于加载方式不同，在初始加载阶段，

夹层混凝土受压 CFDST 柱中的外钢管提供一定

的侧向约束应力给夹层混凝土，而全截面受压

CFDST 柱的侧向约束应力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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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古建筑斗拱的逐层悬挑结构理念，结合现代预应力钢结构技术，通过对拉杆拱的力学模型进

行逆向构建与转换，提出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体系的概念。分析了这种悬臂结构的传力路径与结构构型，

并探讨了此类结构的施工装配方法以及建筑应用前景。通过有限元分析，研究了单榀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

臂结构的受力特点。研究发现，此类悬臂结构具有较轻的自重与较大的刚度；数值分析结果初步验证了此类

悬臂结构在静力作用下的承载能力。 

关键词: 串联拉杆拱；预应力；悬臂结构；原理；结构性能 

PRELIMINARY STUDY ON PRINCIPLE AND STRUCTURAL 

BEHAVIOR OF PRESTRESSED CANTILEVER STRUCTURAL 

SYSTEM WITH CONNECTED TIED-ARCHES 

Guan Haitao * 

Tongji Architectural Design (Group) Co., Ltd., Shanghai, China 200092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ntilever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bucket arch and modern technology of 

prestressed steel structure, the concept of prestressed cantilever structural system with connected tied-

arches is proposed through the reverse thinking on the inverted tied-arch. The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and force transmission path of this cantilever structure are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 measur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structure are discussed. By means of FEM analysis, the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tructure are studied. Result shows that this kind of cantilever structure is a 

lightweight structure with relatively high stiffness. The effectiveness and bearing capacity of this 

structure under static loads are also validated by numerical analysis. 

Keywords: connected tied-arches; prestress; cantilever structure; principle; structural behavior 

0 引  言 

大型悬挑钢结构因其可以提供较大的出挑

长度与覆盖范围而在公共建筑中得到日益广泛

的应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文化体育事业的

发展，涌现出大量造型新颖的文化娱乐建筑与

体育建筑，其中有相当多的观演建筑看台和体

育场罩棚采用了大悬挑钢结构。各类大悬挑钢

结构的发展与应用在满足结构受力要求的同时

也丰富了建筑表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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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体系是借鉴中国

古建筑斗拱的受力特点并在其中引入预应力拉

索而构成的一种悬臂结构。本文通过研究其结

构原理与受力特点，试图构建一种受力合理并

且造型美观的新型悬臂结构。 

1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构建与

原理 

1.1 悬臂式钢结构的类型与发展 

悬臂式结构通过根部抗弯来提供承载能力，

并通过沿轴线分布的截面刚度以及根部的固定

方式来抵抗变形。以体育场罩棚中常见的悬臂

式钢结构为例，最基本的两种形式为梁式悬臂

结构与桁架式悬臂结构，参见图 1、图 2[1]。 

梁式悬臂结构具有受力明确、施工简便的

结构特点以及简洁有力的建筑效果。但对于径

向采用实腹悬臂梁的罩棚，环向马道需要布置

在梁下时，对建筑空间与观感有一定影响。图 1

所示的体育场罩棚采用了梁式悬臂钢结构，其

马道位于悬臂梁下方。 

 

 

图 1 泉州体育场罩棚梁式悬臂结构 

Fig.1 Cantilever Beam Structure of the Canopy Roof of 

Quanzhou Stadium 

 

图 2 济宁文体中心体育场罩棚桁架式悬臂结构 

（图片来自《大跨度建筑钢屋盖结构选型与设计》） 

Fig.2 Cantilever Truss Structure of the Canopy Roof of 

Jining Sports Center Stadium 

桁架式悬臂结构外观轻巧，在建筑表现力

方面具有较强的现代工业化特征。其不足之处

是平面外刚度较弱，杆件数量多，建筑效果较

为单一。图 2 所示的体育场罩棚采用了桁架式悬

臂钢结构，并布置了多道环向桁架。 

现代预应力钢结构技术的发展将预应力技

术引入大跨度与大悬挑钢结构，为体育场悬臂

式钢结构罩棚带来了新的发展，丰富了其结构

形式与建筑造型，成为促进体育场建筑结构体

系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于梁式悬臂结构，在梁截面轮廓內布置

纵向预应力拉索，可以构成截面高度较小、结

构性能较好的预应力实腹悬臂梁。以蚌埠奥体

中心体育场为例，其罩棚的部分径向悬臂梁采

用如图 3 所示的轮廓内布索预应力实腹钢梁[2]。

预应力拉索起到增强径向悬臂钢梁的稳定性与

安全性以及减少径向钢梁卸载阶段竖向位移的

作用[3]。 

对于桁架式悬臂结构，通过在桁架上方增

设外部预应力拉索构成斜拉式结构，能够增加

体育场罩棚的外伸距离，并使罩棚下方的受力

结构更加轻薄，但是在罩棚上方则存在突出罩

棚顶面的斜拉构件与桅杆。图 4 为秦皇岛奥体中

心体育场罩棚径向的受力结构，它采用了在悬

臂钢桁架上方设置拉索与拉杆而形成的斜拉式

结构[1]。 

 

图 3 体育场罩棚预应力梁式悬臂钢结构 

（图片来自《蚌埠奥体中心体育场大悬挑预应力罩棚钢

结构施工新技术》） 

Fig.3 Prestressed Steel Cantilever Beam of Stadium Canopy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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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体育场罩棚斜拉式钢桁架结构 

Fig.4 Cable Stayed Steel Truss of Stadium Canopy Roof 

 

从以上工程实例可以看出：梁式悬臂结构

与桁架式悬臂结构均可用于大型悬挑建筑，然

而又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将预应力拉索与悬臂

式钢结构相结合，虽然可以改善悬臂式钢结构

的受力与变形性能，然而对于轮廓内布索的悬

臂钢梁，预应力拉索的效应尚不显著；而对于

斜拉式钢桁架，因为加设了拉索及桅杆等构件，

则增大了结构高度并使部分结构构件外露于建

筑表面。 

如何保证悬臂结构受力合理，并且充分发

挥预应力效应，同时兼顾建筑表现效果，促使

研究人员从更多角度思考并展开探讨与研究。 

1.2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体系的构建 

在结构设计过程中经常会运用到组合结构

或混合结构的思想，即在结构或构件的不同部

位采用不同材料，利用不同材料的属性，充分

发挥其各自的优点，从而实现结构或构件在内

力分布与材料分布方面的优化。上述思想在屋

盖桁架结构中也有所体现，例如采用钢筋作为

拉杆的钢木组合屋架以及采用高强度预应力拉

索代替受拉杆件的钢桁架等。这种不同部位采

用不同材料、用高强构件替换部分低强构件的

做法为将现代预应力钢结构技术有效引入大型

悬挑结构提供了一种思路。 

斗拱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它通过层层垫托的结构形式向外延伸，可将较

大面积的荷载层层过渡后可靠的汇聚到梁上或

柱顶，形成由单点支撑向多点支撑的转化，实

现了合理的传力路径。将斗拱置于檐下，可以

使出檐更远，图 5 所示的斗拱为山西五台山佛光

寺东大殿西南翼角的柱顶斗拱[4]。此外，在中国

古建筑的亭、台、殿、阁内常见的藻井中也存

在各式斗拱做法，其斗拱可由藻井周边向中心

层层出挑，既可以用做装饰构件亦可以用来真

实承重。图 6 为泉州清源山振衣亭内的斗拱式藻

井。 

 

图 5 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西南翼角 

（图片来自《佛光寺东大殿大木制度探微》） 

Fig.5 South-west  Roof-ridge of the East Hall in 

Foguang Temple in Mount Wutai  

 

图 6 清源山振衣亭藻井 

Fig.6 Caisson Ceiling of Zhenyi Pavilion in Mount 

Qingyuan 

为使大悬挑结构在满足建筑通透美观的同

时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以及较大的刚度，通过

将预应力拉索与斗拱结构相结合，构建出如图 7

所示的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 

图 7 所示的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包

括多个首尾依次相连的 L型折梁，并在其上方设

置首尾依次相连的预应力拉索作为受力索，从

而构成多个首尾依次相连的倒置拉杆拱；在各

倒置拉杆拱内侧设置了拱内支撑，连接各拉杆

拱的顶部端点与底边中部；在拉杆拱的背侧设

置了拱背支撑以及附加拱背支撑，分别连接下

方拉杆拱的拱顶拐点与相邻上方拉杆拱的底边

中部，以及最下方拉杆拱的拱顶拐点与其相邻

上方拉杆拱的拱顶拐点；在首尾相连的倒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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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拱下方设置了连接拱顶拐点以及支座的预应

力拉索作为稳定索；上述悬挑结构在根部通过

支座固定于基座；这样就构成了单榀串联拉杆

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 

 

1.L 型折梁   2.拱内支撑   3.拱背支撑   4.附加拱背支撑   

5.受力索   6.稳定索   7.支座立柱   8.支座斜撑   9.受力索

支座   10.稳定索支座   11.基座 

图 7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 

Fig.7 Prestressed Cantilever Structure with Connected Tied-

arches 

在相邻单榀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

之间设置侧向支撑以及斜向拉索以提供侧向传

力机制与侧向刚度，就构成了可用于覆盖大范

围面积的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体系。 

上述结构体系的概念来源于将斗拱的结构

形式与高强构件局部替代低强构件的设计思想

以及现代预应力钢结构技术相结合的思考，其

构建过程如下： 

首先，对斗拱保留其悬挑一侧层层垫托外

挑的主要结构形式，并在其上方设置连续的预

应力受力索以平衡由重力荷载、风压力、振动

等产生的倾覆力矩，同时在其下方设置连续的

预应力稳定索，以限制由受力索、风吸力、振

动等产生的上翻效应。这样就构建出一种“预

应力斗拱式悬臂”，并通过支座构件与基座相

连，如图 8 所示。 

 

1.L 型折梁    2.受力索   3.稳定索   4.支座立柱  5.支座斜

撑   6.基座   7.销轴或索夹   8.受力索支座 

图 8 预应力斗拱式悬臂 

Fig.8 Prestressed Dougong-Shaped Cantilever Structure 

其次，通过对如图 8 所示的“预应力斗拱式

悬臂”中部取一段拱身隔离体做进一步的力学

分析，可以发现在 L型拱的竖向分肢内存在水平

剪力，如图 9 所示。该剪力经过逐层累加传递，

有可能达到一个非常大的量值，以至于该悬臂

结构底部 L型拱的竖向分肢将因无法承受该剪力

以及相应的弯矩而发成破坏。 

为避免“预应力斗拱式悬臂”中的 L型拱竖

向分肢出现因抗剪以及抗弯能力不足而破坏的

情况，可以在各 L型拱基本单元内加入斜撑，从

而将 L型拱竖向分肢中的剪力转化为斜撑中的轴

力向下传递，这样就得到如图 10 所示的“带斜

撑的预应力斗拱式悬臂”。 

 

图 9 结构中 L 型拱隔离体 

Fig.9 Free Body of the L-shaped Arch in the Structure 

 

 

1.L 型折梁    2.内部斜撑    3.受力索   4.稳定索  5.支座

立柱    6.支座斜撑   7.受力索支座   8.基座 

图 10 带斜撑的预应力斗拱式悬臂 

Fig.10 Prestressed Dougong-Shaped Cantilever Structure 

with Struts 

 

如图 10 所示的悬臂结构方案为柔性结构，

对其预应力拉索进行施工张拉存在一定的困难。

另外该结构的基本受力单元不独立，在受力索

张拉之前不成为结构。有鉴于此，在此结构方

案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带拱内支撑的倒置拉

杆拱作为独立的基本受力单元并首尾相连，通

过设置拱背支撑实现各基本受力单元之间的垫

托外挑，并辅以稳定索，这样就最终构建出如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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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所示的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该结

构的基本受力单元可以在工厂制作，并且便于

在现场实现装配式施工。 

1.3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传力路径 

L 型折梁以及预应力拉索的首尾串联给结构

的传力路径分析带来了困难，为更好的理解串

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结构组成与传力

路径，通过借鉴另一种常见的结构形式——拉

杆拱，利用支座与反力的对应关系，对其进行

逆向构建与转换，从另一种途径得到了串联拉

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受力模式与传力路径。 

首先取一简支两铰拉杆拱，并在拱顶中部

施加一个使拱身产生压力的任意集中力，受力

平衡状态下的拉杆拱如图 11 所示。然后将该拉

杆拱倒置，取消一侧拱脚支座并代之以与支座

反力相应的集中力，同时在原集中力作用点设

置一个铰支座取代该集中力，即得到如图 12 所

示的仍保持受力平衡状态的预应力悬臂结构。 

 

图 11 正放拉杆拱 

Fig.11 Upright Tied-arch 

 

 

图 12 倒置拉杆拱 

Fig.12 Inverted Tied-arch 

 

将多个倒置拉杆拱首尾串联并用拱背支撑

代替拱身中部支座，同时设置拱内支撑以减小

拱身内力，即得到图 7 所示的串联拉杆拱式预应

力悬臂结构。其传力路径为各层带拱内支撑的

倒置拉杆拱基本结构单元通过结构上方的受力

索逐层向下传递拉力；通过拱背支撑逐层向下

传递压力；通过结构下方的稳定索联结各基本

结构单元的拱背顶点，并提供抵抗结构上翻的

能力。 

上述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构建

过程与传力路径分析展现了该结构与斗拱以及

拉杆拱在结构构型与受力特点方面的联系。 

2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施工方

法 

2.1 基本结构单元的制作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由多个具有

拱内支撑的倒置拉杆拱通过拱背支撑与稳定索

联结而成。根据该结构的组成特点，可以将每

个具有拱内支撑的倒置拉杆拱基本结构单元作

为组件在工厂中预制，并在完成后运至施工现

场进行装配。 

通过结构设计可以确定不同部位基本结构

单元初始状态的形状以及拉索预应力。在制作

基本结构单元时，先在 L型折梁内安装拱内支撑，

然后张拉受力索使基本结构单元达到设计要求

的预变形以及预应力，最后锚固成型。 

工厂化的预制生产可以提高基本结构单元

的制作质量与加工精度，并节省现场施工时间。 

2.2 基本结构单元的连接 

将工厂预制好的具有拱内支撑的倒置拉杆

拱基本结构单元以及拱背支撑和稳定索等构件

运至工地后，即可进行现场装配施工。 

在现场施工安装时，将各层基本结构单元

通过螺栓连接或焊接的方式首尾相连，并通过

拱背支撑固定与承托，形成逐层外挑的受力体

系。在此基础上加装预应力稳定索，并通过张

拉稳定索来调节索力与结构形状，从而形成单

榀结构。之后，在相邻单榀串联拉杆拱式预应

力悬臂结构之间安装系杆以及斜向拉索等构件，

并最终建成完整的结构体系。 

3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建筑应

用前景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体系可用于大型

悬挑结构以及中等出挑长度的悬臂结构，例如：

体育场与露天看台的罩棚以及普通建筑的大、

中型雨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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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造型的角度来看，这种新型结构体

系具有通透、轻巧、美观而新颖的外观造型，

既便于布设马道等附属装置，又避免了桁架造

型单调、杆件杂乱的外观效果。通过对拱身转

折处进行倒角处理可以使结构线条更加平滑优

美，并为建筑带来较强的灵动性与韵律感，同

时也可以为建筑赋予一定的象征寓意，例如

“展开的翅膀”、“腾飞的巨龙”以及“海浪

的波纹”、“起伏的山峦”等（图 13）。 

 

图 13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建筑样式 

Fig.13 Architectural Style of Prestressed Cantilever 

Structure with Connected Tied-arches 

从文化与建筑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这种

来源于并表达了传统建筑斗拱形式的新型结构

体系所体现的传承与发扬的内涵，对于中国当

代建筑如何借鉴东西方现代建筑的特点，探索

符合本土文化与建筑价值体系的表达形式，具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如何对待“建筑本体的标识性”与“自然

的建筑”、“国际化”与“本土性”等相关理

念的冲突是建筑领域长期思考的问题[5]。不同建

筑价值体系的冲突与碰撞不仅存在于建筑理论，

也体现在建筑实践中。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主

会场“新国立竞技场”为例，该项目最终采用

了日本本土建筑师桢文彦的方案，其体育场罩

棚采用了参考日本寺庙建筑轻型木结构风格的

钢木组合立体桁架结构[6]。而被取代的是在东京

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之前确定的由扎哈·哈迪德

事务所设计的获奖方案，该方案采用了形如棒

球帽的外观并在主体结构连接处辅以非线性外

壳，具有流线型和未来感，其罩棚采用了由两

根巨型钢拱梁结构支撑的伸缩式顶棚。这场方

案之争的核心矛盾被建筑领域的学者视为桢文

彦与扎哈对复杂历史环境条件下城市公共建筑

价值观念的差异[7]。扎哈·哈迪德方案的失败，

也被视为日本建筑界坚守自身价值体系的结果，

可以说是东方文化所推崇的自然观对西方普世

的建筑本体论的一次反抗。这场方案之争为同

样根植于东方文化的中国现代建筑提供了价值

参照[5]。 

斗拱源自中国，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特有的

一种建筑结构构件，曾经是结构力学与建筑造

型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其历经不同历史阶段

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也演变为中国建筑的一

种符号，并逐渐发展成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象

征[8]。将斗拱形式的外观造型或受力体系用于现

代建筑与装饰，可以产生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

效果。例如矗立于上海美术馆新馆外侧的复原

唐代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让人们从艺

术作品的角度来欣赏这种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技

术。再如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华艺术宫（原上海

世博会中国馆），其建筑方案从斗拱中获得灵

感，虽然结构并非采用斗拱形式，但通过建筑

手法演绎，使其成为具有鲜明标志性与浓厚中

国韵味的现代建筑。 

鉴于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与斗拱

结构的关联性，这种具有“构建一体化”特征

的结构体系可以为建筑师在探索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方面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4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静力分

析 

为了解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在静

力荷载作用下的结构性能，针对钢结构计算模

型，采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对其在竖向荷载作

用下的受力特点进行数值分析。单榀计算模型

中，结构的悬挑长度为 31.5m，拱身为箱型截面

钢拱，采用 Beam188 单元；撑杆为圆钢管，采

用 Beam188 单元；拉索为圆形截面钢索，采用

只拉不压的 Link10 单元。假设上覆材料为膜材，

结构荷载考虑构件自重以及屋面恒荷载与活荷

载的组合。 

结构有限元计算模型见图 14，由下向上共

有五层倒置拉杆拱，其各支撑两端按照施工时

铰接，完成后刚接考虑。结构所用钢材为

Q345B，钢材弹性模量均为 2.06x105MPa。 

各层的水平拱肢、竖向拱肢以及拱内支撑

的几何尺寸见表 1；各层的拱背支撑几何尺寸同

该层的拱内支撑，1 层附加拱背支撑同该层拱背

支撑。拉索均为圆形截面，其中，各层受力索

直径均为 100mm；各层稳定索直径均为 50mm。

各层拉索的初应变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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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的有限元计算模型 

Fig.14 FEM Model of Prestressed Cantilever Structure with 

Connected Tied-arches 

 

表 1 刚性构件几何尺寸 

Table 1  Geometric dimensions of rigid members 

 
水平拱肢 
B×h×tw×tf 

mm 

竖向拱肢 
b×h×tw×tf 

mm 

拱内支撑 
D×t 

mm 

1 层 200×600×16×16 200×600×16×16 250×10 

2 层 200×600×16×16 200×550×16×16 240×10 

3 层 200×550×14×14 200×500×14×14 230×10 

4 层 200×500×14×14 200×450×14×14 220×10 

5 层 200×450×10×10 200×400×10×10 210×10 

 

表 2 拉索初应变 

Table 2  Initial strain of cable 

 1 层 2 层 3 层 4 层 5 层 

受力

索 
0.00097 0.00097 0.00073 0.00073 0.00049 

稳定

索 
0.00015 0.00015 0.00015 0.00015 0.00015 

 

考虑各榀结构间距为 5m 对单榀结构计算。

综合考虑屋面膜材、支撑以及悬挂装置等重量，

取屋面均布恒荷载为 0.5kN/m2 ，均布活荷载为

0.3KN/m2，并通过质量单元 Mass21 加在上弦各

节点。根据现行 荷载规范， 取荷载组 合

1.0G+1.0Q 进行计算得到结构的竖向变形以及取

荷载组合 1.3G+1.5Q 进行计算得到的构件轴力与

von Mises 应力结果分别如图 15～图 17 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以发现：该悬臂结构采用高

强预应力拉索代替上、下弦钢梁，在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减轻结构自重；同时，该悬臂结构具

有较大的刚度，其标准荷载组合下的端部挠度

为悬挑长度的 1/158，小于《空间网格结构技术

规程》中悬挑结构 1/125 的限值；此外，该悬臂

结构也具有较大的承载能力，其在竖向荷载作

用下的最大 von Mises 应力出现在附加拱背支撑

上方相邻 L 型钢拱的水平分肢内。 

 

图 15 竖向变形结果 

Fig.15 Result of Uz Displacement 

 

图 16 轴力结果 

Fig.16 Result of Axial Forces 

 

图 17 von Mises 应力结果 

Fig.17 Result of von Mises Stress 

 

研究该悬臂结构的变形特点可以发现：其

中部附近具有反弯点，悬挑末端附近存在反拱，

发映出此悬臂结构计算模型的构件尺寸以及拉

索预应力尚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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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串联拉杆拱式预应力悬臂结构

进行构建与有限元数值分析，初步得到以下结

论： 

（1）该悬臂结构具有较大的承载能力与刚

度； 

（2）其在竖向荷载作用下，最大 von Mises

应力出现在 L型钢拱的水平分肢内， L型钢拱的

水平分肢是受力上的一个可能的薄弱环节。 

（3）该悬臂结构合理的刚度分布有赖于合

适的构件尺寸以及拉索预应力取值，设计过程

中应进行合理的优化与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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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受剪栓钉连接件抗剪力学性能数值分析 

邓军 陈发杨 李俊辉* 

(1.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广州，中国 510006） 

摘    要: 跨座式单轨列车骑跨钢-混组合轨道梁的运行方式使得钢-混结合面承受纵向和侧向的剪力作用，此状态

下栓钉连接件的力学性能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对栓钉连接件在单纯竖向受剪和双向受剪下的抗剪力学性能进行

数值分析，研究了横向剪力作用下栓钉连接件的荷载－滑移曲线、栓钉应力分布和受力行为以及混凝土损伤等

内容。结果表明：栓钉连接件承受的横向荷载越大，栓钉更快进入弹塑性阶段，栓钉连接件的极限承载能力就

越低。单纯竖向受剪的栓钉连接件承载能力要优于双向受剪的栓钉连接件，当横向剪力分别为 0.2、0.4 和 0.6 倍

竖向抗剪承载力时，栓钉连接件的极限承载力较单纯竖向受剪的工况分别下降了 3.77%、7.59%和 18.69%。此

外，横向剪力导致栓钉连接件根部的破坏形态发生改变，栓钉最大变形方向与荷载方向出现一定角度，表明横

向剪力对栓钉连接件的受力行为影响明显。现行相关规范中栓钉设计未考虑横向剪力的作用，本论文研究成果

可为钢-混组合轨道梁的工程设计提供参考并为规范的修订提供依据。 

关键词: 单轨轨道梁；栓钉连接件；双向受剪；数值分析；荷载-滑移曲线 

Numerical analysis of shear resistance of stud connectors under 

bidirectional shear force 

J. Deng 1, F.Y. Chen 2, J.H. Li*  

(1.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006) 

Abstract: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straddle-type monorail on the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track beam 

makes the steel-concrete junction endure longitudinal and lateral shear forces.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the stud connectors in this state 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is study, the numerical analysis of shear 

resistance of stud connectors under vertical shear and bidirectional shear was carried out. The effect of 

lateral shear force on the load-slip curve, stud stress distribution, stud mechanical performance, and 

concrete damag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ater the lateral load, the earlier the stud enters 

the elastic-plastic stage, and the lower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tud connectors. The load-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stud connector under vertical shear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tud connector 

under bidirectional shear. Compared with stud connectors under vertical shear, when the lateral shear force 

was 0.2, 0.4, and 0.6 times the vertical shear capacity, the shear resistance of the stud connectors were 

decreased by 3.77%, 7.59%, and 18.69%,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lateral shear force changed the 

failure mode of the stud connector, and the maximum deformation direction of the stud was at a certain 

angle with the load direc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lateral shear forc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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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behavior of the stud connector. The effect of lateral shear force is not considered in the design 

of studs in the current relevant code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ngineering 

design of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track beam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code. 

Keywords: Monorail track beam; Stud connector; Bidirectional shear; Numerical analysis; Load-slip 

curve 

0 引  言 

抗剪连接件作为钢-混组合梁的关键受力

构件，不仅传递钢-混界面纵向剪力，还能阻

止钢-混界面分离。其中栓钉连接件是应用最

广泛的抗剪连接件，其相关力学性能已经得

到相当充分的研究。 

在栓钉连接件的抗剪承载力方面，国内

外学者发现栓钉的尺寸对抗剪承载力的影响

明显，随着栓钉直径的增大栓钉的抗剪承载

力显著增大[1-3]，其抗剪刚度也明显增大[4]；

随着栓钉高度的增大，抗剪承载力得到一定

的提高，但栓钉高度达到一定值时，提高的

效果就不明显[4]；栓钉的屈服强度对抗剪承载

力同样有影响，随着栓钉屈服强度的提高，

抗剪承载力呈现近似线性增长[5]。混凝土的强

度亦对抗剪承载力有影响，随着混凝土强度

的提高，栓钉连接件抗剪承载力有所提高[6]。

较低的混凝土强度或处于较高强度混凝土中

的高韧性栓钉，可能导致在极限推出状态下

栓钉出现明显的弯曲变形[7]。 

栓钉排数也是抗剪连接件承载力的影响

因素之一，研究[8]表明，多排栓钉的群钉布置

形式与单排栓钉相比，会降低抗剪连接件的

抗剪承载力且栓钉排与排之间的纵向间距越

小，折减的程度越大。当栓钉纵向间距小于 5

倍直径时，栓钉杆附近混凝土破坏程度显著

增大。当栓钉的纵向间距达到 7.9 倍直径时，

群钉效应可以不用考虑[9]。 

此外，对栓钉连接件的疲劳性能研究结

果表明，栓钉的剩余承载能力、抗剪刚度逐

渐发生退化，并且随着疲劳荷载次数的增加，

栓钉的极限滑移量显著减少，表现出栓钉延

性的降低[10]。随着疲劳加载次数的增加，栓

钉连接件的剩余承载力呈非线性下降，呈现

前期较慢，后期较快的特点。栓钉连接件的

抗剪刚度先增大后减小，但延性系数随着循

环次数的增加而减小[11]。Gerhard Hanswille[12]

考虑裂纹扩展和局部混凝土损伤的影响，推

导了预测循环荷载后静强度的解析表达式，

并改进了 Palmgren-Miner 损伤累积准则，利

用简化静强度和疲劳寿命的解析表达式，提

出了一种新的考虑载荷序列影响的疲劳寿命

计算模型。 

在实际公路钢-混组合桥梁中，栓钉连接

件受力相当复杂，如钢-混连续梁的负弯矩段，

栓钉连接件会处于拉剪复合受力状态。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在拉力和剪力共同作用下，栓

钉抗剪承载力有明显的降低[13-15]，栓钉的破

坏模式既有颈缩现象，也有剪切变形，且随

着拉拔力的增大，抗剪承载力和抗剪刚度都

有明显的降低，当剪力或拉力小于纯剪力或

拉力下极限强度的 10%时，这种相互作用效

应可以忽略[13]。项贻强[16]等运用有限元模拟

对栓钉连接件在横弯力和预压应力状态下进

行参数分析，其研究表明增大横弯力和预压

应力，栓钉的抗剪承载力最多可提高 31％，

抗剪刚度最多可提高 61％；当栓钉高度与直

径的比值大于 4倍时，其高度变化对群钉中栓

钉的平均抗剪承载能力和抗剪刚度影响不大。

SHEN[17]等通过推出试验研究拉力和剪力同时

作用时对栓钉抗剪承载力的影响，其研究结

果表明在拉力与剪力的比值为 0.267 时，栓钉

抗剪承载力比无拉力状态下的降低了 10%。 

由于钢-混组合梁的优越性能，钢-混组合

梁也成为了跨座式单轨交通的优选结构，并

已经在实际工程应用。异于常规轨道交通方

式，跨座式单轨交通通过转向架环抱轨道梁

运行，使得钢-混组合轨道梁结合面不仅承受

纵向剪力，还需承受侧向剪力（由导向轮传

递的摇摆力、风力和离心力等）。然而，针

对侧向和纵向剪力共同作用下钢-混组合轨道

梁的力学性能鲜有研究。本文以栓钉连接件

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双向受剪状态下的钢-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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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件的力学性能数值分析，分析了侧向剪

力对结合面的荷载滑移分布关系、栓钉剪力

的分布关系、抗剪承载力及破坏模式的影响，

以促进钢-混组合轨道梁在单轨交通中的应用。 

1 有限元建模 

为探索侧向剪力对钢-混组合轨道梁抗剪

性能的影响，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研究栓钉

在纯竖向受剪及双向受剪下的钢-混连接件力

学性能。为了能更方便在试验中施加侧向荷

载，设计了如图 1(a)所示的钢-混连接件模型。

根据对称性，建立 1/2 模型进行数值分析，如

图1(b)所示。栓钉与钢板、钢筋、混凝土分别

单独建立部件，然后通过装配组装到一起。

混凝土板尺寸 140mm×290mm×330mm，栓

钉直径 10mm，长 70mm，栓钉帽直径 18mm，

栓钉高度 7mm，钢筋直径 8mm。有限元模型

中考虑材料非线性和结构几何非线性，使用

ABAQUS/Standard 静力分析求解器求解。 

 

(a) 全模型 

 

(b) 1/2 模型 

图 1 有限元模型 

Fig.1 Finite element model 

1.1 材料本构 

钢板选用 Q345 钢材，混凝土中的钢筋采

用 HRB400 级钢筋。文献[18]表明推出试验中

的钢板在整个加载过程中没有产生明显的损

伤和破坏。钢板以及钢筋均采用双线性随动

强化模型开展模拟。 

对于栓钉连接件，在加载时，荷载是通

过钢板传递到栓钉然后再传递到混凝土板上，

栓钉与混凝土界面之间的受力情况非常复杂，

栓钉采用三折线弹塑性本构关系。钢材、栓

钉和钢筋的材料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钢板、钢筋和栓钉材料参数 

Table 1 Material parameters of steel plate, steel bar and 

bolt 

材料 ES/GPa 
屈服强度

y/MPa 
u/MPa 

泊松

比 

钢板 2.071105 400 400 0.3 

钢筋 2.071105 420 420 0.3 

栓钉 2.05105 320 400 0.3 

混凝土作为一种非均质的材料，其内部

结构十分复杂，在受拉、受压状态下表现出

复杂的力学性能，在运用有限元软件对钢混

组合结构以及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分析时，

混凝土的本构模型的选取直接关系到模拟结

果能否真实反映结构的受力以及变形。本论

文采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1—

2010)[19]建议的混凝土本构模型，如图 2所示，

对钢混组合结构进行仿真分析，其塑性参数

见表 2。 

 
图 2 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Fig.2 Stress-strain relationship curve of concrete 

 

表 2 混凝土塑性参数表 

Table 2 Plastic parameters of concrete 

膨胀角 偏心率 屈服应力比 屈服系数 黏性系数 

38 0.1 1.16 0.667 0.005 

1.2 单元类型及网格 

采用三维八节点减缩积分单元(C3D8R)模

拟钢板、混凝土以及栓钉，采用桁架单元

(T3D2)模拟混凝土中的钢筋骨架。由于栓钉

连接件在整个加载的过程中受力复杂，因此

采用比较密的网格对栓钉连接件进行划分，

同时对与栓钉连接件接触的混凝土采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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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格密度进行划分。在离栓钉连接件较远

位置的混凝土和钢板，则采用较大的网格尺

寸对其进行划分，有利于降低计算成本。钢

筋的网格划分尺寸取为混凝土单元最小网格

尺寸的 2 倍。 

1.3 截面接触 

文献[20]通过运用 ABAQUS 建模分析对比

栓钉连接件与混凝土之间的面-面接触、绑定

和嵌入三种接触关系，其研究表明，采用面-

面接触关系时，模拟得到的结果比较合理。

因此，本模型中，采用面-面接触模拟栓钉连

接件与混凝土、混凝土与钢板之间的相互作

用，分别选用相对刚度较大的栓钉连接件、

钢板作为主面。栓钉连接件与混凝土之间的

切向作用罚函数摩擦系数取 0.25[21]，法向作

用采用硬接触。文献[22]研究表明，由于钢梁

与混凝土表面之间存在化学粘结和摩擦的影

响考虑，所以如果不考虑钢梁与混凝土之间

粘结摩擦的影响时，模拟的结果比实验的低

13%。因此混凝土与钢板之间切向作用的罚

函数摩擦系数取 0.5，法向作用采用硬接触

[18]。钢筋采用 T3D2 单元并将其嵌入到混凝

土中。 

1.4 边界条件及加载方式 

纯竖向剪切荷载作用下，混凝土的底部

所有的自由度均被约束；中间的钢板在其对

称 面 上 采 用 对 称 约 束 中 的

YSYMM(U2=UR1=UR3=0)。在钢板上表面中

心处建立一个参考点 RP1，将 RP1 作为该表

面的耦合点，在此耦合点处对模型施加垂直

方向的竖向位移。选取栓钉与混凝土板同一

高度水平处的位移差值，作为栓钉与混凝土

板之间的竖向相对滑移值，得到模型的荷载-

滑移曲线。 

双向剪切荷载作用下，荷载分为两步施

加于模型上。第一步，混凝土的底部采用完

全固定约束；中间的钢板在其对称面上采用

对称约束中的YSYMM(U2=UR1=UR3=0)。横

向剪力施力比为横向剪力与纯竖向极限抗剪

承载力的比值。横向剪力的大小由纯竖向剪

切荷载作用下栓钉的极限抗剪承载力 Pu 确定。

横向剪力的大小分成 0.2Pu，0.4Pu，0.6Pu 三

种工况。第二步，在钢板上表面中心处建立

一个参考点 PR-1 并与该表面耦合，在此耦合

点处对模型施加垂直方向的竖向位移。 

 

(a) 纯竖向剪切荷载边界条件及加载方式 

 

(b) 双向剪切荷载边界条件及加载方式 

图 3 边界条件及加载方式 

Fig.3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loading mode 

2 有限元结果及分析 

2.1 荷载-滑移曲线 

数值模拟得到的荷载-滑移曲线如图 4 所

示。可以看出，单纯竖向受剪作用和承受横

向剪力共同作用的条件下，栓钉连接件的荷

载-滑移曲线表现出显著的三个阶段:弹性阶段、

弹塑性阶段和塑性阶段。所有试件在弹性阶

段的滑移量都很小。当荷载超过弹性值时，

曲线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斜率趋于平缓。

载荷滑移曲线开始进入弹塑性阶段，栓钉连

接件承受的剪力呈非线性缓慢增加。当荷载

缓慢增加时，滑移量迅速增加，栓钉连接件

剪切刚度不断减小。当荷载达到最大荷载值

时，试件进入塑性阶段，试件开始屈服破坏。

单纯竖向受剪作用的栓钉连接件承载能力要

优于双向受剪共同作用下的栓钉连接件。并

且，栓钉连接件承受的横向剪力越大，栓钉

就越早进入弹塑性阶段，栓钉连接件的竖向

极限承载能力越低。随着横向剪力的增大，

栓钉竖向极限剪力值呈现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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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荷载滑移曲线  

Fig.4 Load-slip curve 

 

荷载-滑移曲线中的极限承载力（最大承

载力）如图 5(a)所示，可以发现横向剪力对栓

钉的极限承载力影响较大，当横向剪力分别

为 0.2Pu、0.4Pu 和 0.6Pu时，栓钉的竖向极限

剪力值与单纯受剪相比分别下降了 3.77%、

7.59%和18.69%。本文栓钉连接件的界面抗剪

刚度取荷载-滑移曲线上 50%极限抗剪承载力

处的割线模量[23]，得到的界面抗剪刚度如图

5(b)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横向剪力施

力比的增加，连接件的界面抗剪刚度不断下

降，且下降的幅度呈现增大的趋势。当横向

剪力为 0.6Pu 时，抗剪刚度下降了 57.89%。 

 

(a) 极限承载力 

 

(b) 抗剪刚度 

图 5 横向剪力对承载力和刚度的影响 

Fig.5 Influence of transverse shear force on bearing 

capacity and stiffness 

2.2 栓钉连接件应力与变形 

2.2.1 栓钉连接件应力 

栓钉连接件所受应力如图6所示，从左至

右分别是横向剪力分别为 0、0.2Pu、0.4Pu 和

0.6Pu 时有限元计算的栓钉连接件应力极值图。

应力图均取自栓钉连接件极限承载力下降 10%

时所对应的应力。从图 6可以看出，纯竖向荷

载、双向剪切荷载作用下，推出试验栓钉连

接件失效模式均为栓钉连接件根部发生剪切

断裂。栓钉连接件的应力从根部到钉帽逐渐

减小。 

 

图 6 栓钉应力 

Fig.6 Stress of the headed stud 

 

表 3 不同横向剪力作用下栓钉连接件根部应力（单

位：MPa） 

Table 3 Root stress of stud connectors under different 

transverse shear forces (Unit: MPa) 

距栓钉根部距离/mm 

横向剪力施力比 

0 0.2 0.4 0.6 

0 400 400 400 400 

9.07 376.97 383.24 368.08 342.20 

21.62 212.87 218.13 217.10 243.28 

29.60 156.00 162.09 161.77 170.47 

38.98 127.52 136.69 149.66 157.02 

 

不同横向剪力作用下栓钉极限承载力下

降 10%时，栓钉连接件正中心节点处距离栓

钉连接件根部的局部应力值如表 3所示。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距离栓钉连接件根部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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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栓钉连接件所受应力在整体上呈现逐

渐减小趋势，并且随着横向剪力的增大，栓

钉连接件根部同一位置的应力也相应增大。 

2.2.2 栓钉连接件变形 

栓钉连接件变形如图 7所示，从左至右分

别是横向剪力为 0、0.2Pu、0.4Pu 和 0.6Pu 时

有限元模拟得到的栓钉连接件变形图。从图 7

可以看出，无论是单纯竖向承受剪力还是双

向剪切共同作用下，栓钉连接件的变形主要

集中在根部，包含剪切和弯曲变形。变形从

栓钉连接件根部到钉帽迅速变小，出现这种

情形主要是由于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相对较大，

约束了栓钉连接件根部至栓钉帽的变形。随

着横向剪力的增大，栓钉连接件在沿着横向

剪力的施加方向（图 7 中的 X 方向）的剪切

变形越明显。双向剪切荷载作用下，推出模

型中栓钉连接件失效模式为栓钉根部沿着与

竖向（Z轴负方向）呈现一定角度的变形并最

终发生剪切断裂，并且随着横向剪力的增大，

栓钉发生剪切破坏的方向与 Z 轴负方向的夹

角逐渐增大。 

 

图 7 栓钉变形 

Fig.7 Deformation of the headed stud 

 

图 8给出了各试件加载达到峰值荷载后，

承载力下降 10%时试件纵剖面切片，所有推

出试件的破坏形态均为栓钉连接件根部剪断，

栓钉根部附近混凝土有局部压溃。栓钉根部

出现明显的塑性变形，破坏面位于栓钉根部

焊脚上方，剪切断面光滑。此外，从图中还

可以看出栓钉连接件与混凝土分离趋势，单

纯竖向承受剪力作用下，栓钉与栓钉根部上

方区域混凝土发生分离，栓钉与栓钉根部下

方区域的混凝土相互挤压；在双向受剪状态

下，这种分离与挤压作用随着横向剪力的增

大，混凝土的应力由无横向荷载时的栓钉根

部下方区域混凝土局部压碎，混凝土局部压

碎的方向与竖向（Z轴负方向）的夹角逐步增

大。 

在双向剪切荷载共同作用下，不仅栓钉

根部区域混凝土存在应力集中，钉帽与混凝

土交界处也存在一定的应力集中。随着横向

剪力的增大，栓钉根部和钉帽附近区域的混

凝土应力也同时增大，混凝土内部应力扩散

范围也随之逐渐增大。 

 

图 8 栓钉与混凝土分离趋势细部图 

Fig.8 Detail diagram of separation trend between headed 

stud and concrete 

 

2.3 混凝土应力与损伤 

2.3.1 混凝土应力 

推出试件混凝土应力如图9所示，从图中

可以看出，在单纯竖向剪力和双向受剪状态

下，剪切荷载主要由栓钉连接件附近根部区

域混凝土承担，因此栓钉根部区域的混凝土

应力最大，随着荷载的施加，混凝土受压应

力达到并超过栓钉根部区域混凝土的屈服应

力。随着横向剪力的增大，混凝土的应力分

布由纯竖向剪力作用下栓钉根部正下方受力，

逐渐与 Z 轴负方向呈现一定的夹角，且横向

剪力越大，夹角越大。应力由开孔处向加载

方向呈现扩散状态，扩散的应力在栓钉根部

区域最大，远离开孔的位置的应力均小于混

凝土的极限抗压强度值。栓钉连接件发生剪

切破坏时，栓钉根部区域混凝土局部出现压

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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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混凝土应力(单位:MPa) 

Fig.9 The stresses of the concret 

 

2.3.2 混凝土损伤 

混凝土损伤情况如图 10 所示，栓钉根部

附近混凝土损伤值见表 4。从图及表中可以看

出，无论是单纯承受剪力还是双向受剪共同

作用下，均是栓钉根部区域的混凝土损伤最

严重。当混凝土达到其极限压应变或极限拉

应变时，混凝土损伤值趋近于 1，混凝土内部

出现裂缝，导致栓钉连接件抗剪刚度下降，

随着荷载的进一步增加，裂缝不断扩展，损

伤不断增加，直至栓钉连接件发生剪切破坏。

随着横向剪力的增加，栓钉根部的损伤区域

逐渐扩大，并且钉帽与混凝土相互作用区域

的混凝土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 

 

图 10 混凝土损伤 

Fig.10 Damage of concrete 

 

表 4 距栓钉根部不同距离混凝土损伤值 

Table 4 Concrete damage valu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root of the bolt 

混凝土损

伤值 
无横向剪力 

横向剪力

施力比 0.2 

横向剪力

施力比 0.4 

横向剪力

施力比 0.6 

0 0.949356 0.949356 0.949356 0.949356 

9.07 0.923822 0.86171 0.931686 0.934071 

21.62 0.158821 0.019658 0.223716 0.348933 

29.60 0.009286 0.008706 0.039434 0.109009 

38.98 0.014809 0.008046 0.020612 0.101114 

3 结论 

以栓钉连接件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

有限元的方法，对栓钉连接件同时承受竖向

剪力和横向剪力的情况进行受力性能分析，

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 栓钉承受的横向剪力越大，栓钉就越

早进入弹塑性阶段，栓钉的极限承载力就越

低。当横向剪力分别为 0.2Pu、0.4Pu 和 0.6Pu

时，栓钉的极限剪力值与单纯受竖向剪力相

比分别下降了 3.77%、7.59%和 18.69%。 

(2)随着横向剪力施力比的增加，连接件

的界面抗剪刚度不断下降，且下降的幅度呈

现增大的趋势。当横向剪力为 0.6Pu 时，抗剪

刚度下降了 57.89%。 

(3)双向剪切荷载作用时，栓钉失效模式

为栓钉根部剪切断裂，栓钉的应力和变形从

根部到钉帽逐渐减小。并且横向剪力越大，

栓钉的变形越明显，栓钉越容易被剪断。 

(4)在双向剪切荷载共同作用下，栓钉根

部区域的混凝土应力最为集中，钉帽与混凝

土交界处也存在一定的应力集中。随着横向

剪力的增大，栓钉根部和钉帽附近区域的混

凝土应力和损伤也同时增大，混凝土内部应

力扩散范围也随之逐渐增大。 

参考文献 

[1]薛伟辰, 丁敏, 王骅, 等. 单调荷载下栓钉连接件受剪性能试验

研究 [J]. 建筑结构学报, 2009, 30(01): 95-100. 

[2]丁发兴, 倪鸣, 龚永智, 等. 栓钉剪力连接件滑移性能试验研究

及受剪承载力计算 [J]. 建筑结构学报, 2014, 35(09): 98-106. 

[3]蔺钊飞, 刘玉擎. 大直径焊钉连接件抗剪性能试验 [J]. 同济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43(12): 1788-93  

[4]王文浩. 栓钉连接件抗剪性能试验与理论研究 [D]; 浙江:浙江

大学 2018. 

[5]汪洋, 张玉杰, 陈炳聪. 钢-混凝土组合梁栓钉剪力连接件抗剪

承载力研究 [J]. 建筑科学, 2019, 35(01): 20-4. 

[6]周安, 戴航, 刘其伟. 栓钉连接件极限承载力及剪切刚度的试验 

[J]. 工业建筑, 2007, (10): 84-7  

[7]Xu Chen, Sugiura Kunitomo. FEM analysis on failure 

development of group studs shear connector under effects of concrete 

strength and stud dimension [J]. Engineering Failure Analysis, 2013, 

88



邓军等 

 

 

35: 343-54. 

[8]吴炜. 钢—混凝土组合桥梁抗剪连接件力学性能研究 [D]; 江苏:

东南大学 2017. 

[9]张爱平. 钢-混组合结构栓钉连接件抗剪性能研究 [D]; 浙江:浙

江大学, 2020. 

[10]黄侨, 汪炳, 刘小玲, 等. 重复荷载作用后栓钉连接件的剩余力

学性能 [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6(06): 54-64. 

[11]Wang B., Huang Q., Liu X. Comparison of Static and Fatigue 

Behaviors between Stud and Perfobond Shear Connectors [J]. KSCE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2018, 23(1): 217-27. 

[12]Hanswille, G, Porsch, et al. Resistance of headed studs subjected 

to fatigue loading Part II: Analytical study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07. 

[13]Lin Z., Liu Y., He J. Behavior of stud connectors under combined 

shear and tension loads [J]. Engineering Structures, 2014, 81(dec.15): 

362-76. 

[14]李光明. 预制钢-混凝土结构栓钉连接件拉剪受力性能研究 

[D]; 福建:华侨大学, 2020. 

[15]薛东焱, 宛青云, 潘志宏, 等. 剪力与拉拔力共同作用下焊钉受

力性能分析 [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34(02): 97-

102  

[16]项贻强, 郭树海. 复杂应力条件下快速施工钢-混组合梁群钉

推出试件参数分析 [J]. 中国公路学报, 2017, 30(03): 246-54  

[17]Shen M. H., Chung K. F. An Investigation into Shear Resistances 

of Headed Shear Studs in Solid Concrete Slabs with Local Aggregates 

in Hong Kong [J].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1, 14(none): 1098-105. 

[18]王绍迪. 预制高强混凝土板与钢梁之间集簇式栓钉剪力键的

抗剪性能研究 [D]; 广东:广东工业大学, 2020. 

[19]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 

[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20]汪炳, 黄侨, 荣学亮. 基于 ABAQUS 的栓钉连接件承载能力分

析及验证 [J]. 中外公路, 2017, 37(02): 126-31. 

[21]林标义. 栓钉剪力连接件的承载能力研究 [D]; 广东:华南理工

大学, 2016. 

[22]Lebet J. P., Yoda T., Okada J. A STUDY OF THE GROUPED 

ARRANGEMENTS OF STUD CONNECTORS ON SHEAR 

STRENGTH BEHAVIOR [J]. Journal of Structural Mechanics &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06, 23(1): 75S-89S. 

[23]Johnson R. P., May I. M. PARTIAL-INTERACTION DESIGN 

OF COMPOSITE BEAMS [J]. Structural Engineer, 1975, 53(8): 305-

11. 

 

 

89



第十届钢结构进展国际会议（ICASS’2020） 

2022 年 08 月 21-23 日—中国·成都 

                                                           

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2016YFC0701503 

第一作者：王清霖，男，1992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 

Email：wqlsnail@163.com 

通信作者：苏明周，男，1971 年出生，教授，博士。 

Email：sumingzhou@xauat.edu.cn 

半刚性连接柱承重式模块化钢结构抗震性能研究 

王清霖 1   苏明周 1,2*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西安，中国 710055； 

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中国 710055） 

摘要：为了研究半刚性连接柱承重式模块化钢结构（CSMSS-SRC）的模块间连接节点转动刚度和抗剪刚度对结

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建立 10 个单榀三跨五层的 CSMSS-SRC 有限元模型，节点转动刚度和抗剪刚度分别为

0.5ib - 25ib和 Kt - 15Kt，对各有限元模型分别进行模态分析和弹性时程分析。结果表明，模块间连接节点的抗剪刚

度对 CSMSS-SRC 的自振周期、结构侧移和层间侧移的影响较大，而转动刚度的影响较小，均在 5%以内；当节

点抗剪刚度大于 15Kt时，节点具有足够的刚度避免变形集中在层间节点，建议节点水平抗剪刚度不小于 15Kt。对

于模块间连接节点转动刚度为 0.5ib - 25ib且抗剪刚度不小于 5Kt的 CSMSS-SRC，可采用澳大利亚结构设计标准建

议的公式计算其自振周期。 

关键词：半刚性连接; 柱承重; 模块化钢结构; 时程分析 

Investigation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column-supported modular 

steel structures with semi-rigid connections 

Q. Wang 1, M.Z. Su 1,2*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China 710055  

2. Key Laboratory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Earthquake Resistance of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China 710055 

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rotational stiffness and shear stiffness of vertical inter-module 

connections on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column-supported modular steel structures with semi-rigid 

connections (CSMSS-SRC), 10 finite element models (FEMs) of single frame of five-story and three-span 

CSMSS-SRC were established. The rotational stiffness and shear stiffness of vertical inter-module 

connections are 0.5ib - 25ib and Kt - 15Kt, respectively. Modal analysis and elastic time-history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for 10 FE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hear stiffness of the vertical inter-module 

connectio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undamental period, lateral displacement and inter-story drift ratio 

of CSMSS-SRC, while the rotational stiffness has minimal influence, which is less than 5%; when the 

shear stiffness is greater than 15Kt, the vertical inter-module connection has sufficient stiffness to avoid 

the deformation concentrated in the connec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hear stiffness of the ver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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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odule connection is not less than 15Kt. For CSMSS-SRC with rotational stiffness of 0.5ib - 25ib and 

shear stiffness of no less than 5Kt, the formula recommended by Australian Standard can be used to 

calculate its fundamental period. 

KEYWORDS: Modular steel structure; Semi-rigid connection; Column bearing; time-history analysis 

0   引   言 

模块化钢结构建筑是指将在工厂预制完

成的模块单元通过模块间连接节点在施工现

场组装成完整的建筑，该类建筑是预制比例

最高的装配式建筑，具有施工速度快、施工

质量高和节约劳动成本等优点。因此，模块

化钢结构建筑正受到日益的关注和广泛的应

用，尤其是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成功

建设[1]，更加凸显了模块化钢结构建筑在施工

效率方面的优势，其独特的建造方式是建筑

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模块间连接节点是影响模块化钢结构建

筑施工效率和结构整体性能的关键，国内外

学者相继提出多种不同构造措施的模块间连

接节点，并对这些节点的受力性能的展开研

究[2-6]。结果表明，已有模块间连接节点能够

实现模块间的有效连接，但是这些节点均表

现出半刚性连接的特点，而这与传统钢框架

结构中梁柱节点处的半刚性节点具有明显的

不同。除此之外，模块化钢结构与传统钢框

架在结构形式上的差异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模块化钢结构在每个楼层处有两层梁，

分别为上模块单元的楼面梁和下模块单元的

屋面梁，而传统钢结构在每个楼层处均为单

层梁；模块化钢结构在水平连接处是多柱多

梁的连接形式，而传统钢结构是单柱多梁的

连接形式；在每个楼层平面内，传统钢结构

采用整浇楼板，而模块化钢结构的每个模块

单元均有独立的屋面板和楼面板，刚性楼板

假定可能不再适用。 

结构形式的不同会进一步引起整体结构

性能的差异，众多学者对模块化钢结构建筑

的整体性能展开研究。曹轲[7]理论推导了模块

化钢结构在竖向荷载及水平荷载作用时的内

力及变形计算方法，利用子结构模型分别对

无侧移与有侧移柱承重箱式模块化钢结构柱

的计算长度系数进行理论推导，提出相应的

简化计算公式。王清霖等[8]应用轴力等效负刚

度的概念，以模块化钢结构的抗侧刚度等于 0

为临界条件，推导有侧移半刚性连接模块化

钢结构临界承载力和柱计算长度系数的简便

计算方法。Srisangeerthanan 等[9]对楼板的刚度

进行分类，建立不同楼板刚度的整体数值模

型，楼板刚度的减小导致高阶振型对结构的

影响加大，最大层间侧移角和自振周期明显

增大。 

虽然模块化钢结构建筑快速发展，但是

对于其整体性能的研究却处于起步阶段，导

致目前缺少针对模块化钢结构建筑的设计规

范。因此，已有的模块化钢结构建筑大多依

据现有的设计规范进行设计，而这些规范是

否适用于模块化钢结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

题。Sanches 等[10]对低、多和高层带支撑的模

块化钢结构展开抗震性能研究，现行的加拿

大规范对模块化钢结构的超强系数的计算是

偏保守的，但是对多、高层模块化钢结构的

延性系数的计算是偏大的。Lacey 等[11]用弹簧

模拟模块间节点，改变弹簧参数以研究节点

刚度对结构性能影响，并对整体有限元模型

进行反应谱分析、时程分析和规范中的等效

静力分析。结果表明，竖向模块间连接节点

的水平刚度对结构性能的影响最大；风载和

地震作用下的等效静力分析结果与精确分析

方法结果吻合；现行计算自振周期的经验公

式不适用于模块化钢结构，建议在数值模拟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影响模块化钢结构

整体性能的主要是模块单元刚度与模块间连

接节点刚度的相对比值，而 Lacey 在研究过程

中改变的是节点刚度的绝对值，得出的结论

只能反映节点刚度对结构性能的影响趋势，

未能给出相关的设计建议。 

传统钢框架的半刚性梁柱节点对整体性

能的影响较大，随着梁柱节点初始转动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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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小，结构的顶层位移和梁的跨中挠度变

大；梁端弯距减小，跨中弯距增大，梁端剪

力减小；结构的自振周期明显增大，而结构

所受的底部剪力有所减小 [12-14]。模块间连接

节点也是半刚性连接，其对整体结构性能同

样有着较大影响，本文针对应用最多的半刚

性连接柱承重式模块化钢结构（CSMSS-SRC）

展开抗震性能研究。以屋面梁的线刚度和顶

层单个模块的抗侧刚度为参考值，分别设置

模块间连接节点的转动刚度和抗剪刚度，建

立算例的单榀有限元模型，进行小震下的弹

性时程分析，研究模块间连接节点与模块单

元的相对刚度对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并根

据数值模拟结果，提出相应的结构设计建议。 

1  算例及有限元建模 

1.1 算例简介 

算例为一幢五层学生宿舍，采用内廊式

平面布局，结构总高度为 15.2m，算例的具体

尺寸及模块单元布置方式见图 1。在每层平面

内，走廊两侧对称布置两个标准模块单元，

每层共 16 个标准模块单元和 8 个走廊模块单

元 。 标 准 模 块 单 元 的 外 观 尺 寸 为

6000×3000×3000mm，走廊模块单元的外观尺

寸为 3000×2000×3000mm。相邻模块柱的中心

线的水平距离为 250mm，竖向相邻模块的楼

面梁和屋面梁中心线的间距为 275mm，竖向

模块间的空隙用于安装管线和机电设备。 

 
图 1 原型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prototype structure 

算例位于西安市地区，该地区的抗震设

防烈度为 8度，基本地震加速的为 0.2g，设计

地震分组为第二组，场地类别为Ⅱ类，那么场

地特征周期为 0.4s，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为 0.16。算例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抗震等级为三级。参考《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15]，该地区的基本风压为

0.35kN/m2，基本雪压为 0.25kN/m2。标准模块

单元和走廊模块单元的楼面恒荷载取 3kN/m2，

屋面恒荷载取 1.5kN/m2；标准模块单元楼面

活荷载为 2kN/m2，走廊模块单元的楼面活荷

载为 2.5kN/m2，两种模块单元的屋面活荷载

均为 0.5kN/m2。标准模块单元的墙板为冷弯

薄壁型钢组合墙板，将墙板自重等效为线荷

载作用在模块梁上，该等效线荷载经计算为

4kN/m2。 

依据《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2017）[16]，采用 SAP2000 对算例进行结构设

计，各模块的构件截面尺寸列于表 1，钢材等

级均为 Q235-B。 

表 1 模块单元构件尺寸 

Table 1 Dimensions of module unit components 

模块类

型 
构件名称 尺寸 

标准模

块单元 

模块柱 □200×8 

长跨屋面梁 HN200×100×5.5×8 

长跨楼面梁 HN250×125×6×9 

短跨屋面梁 HM150×100×6×9 

短跨楼面梁 HN200×100×5.5×8 

走廊模

块单元 

模块柱 □160×8 

屋面梁 HN100×50×5×7 

楼面梁 HN150×75×5×7 

1.2 有限元建模 

以算例的一榀三跨五层框架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 ABAQUS 建立其有限元模型进行弹

性时程分析，如图 2所示。钢材本构采用三折

线线性强化模型，屈服强度为 235MPa，极限

抗拉强度为 370MPa，钢材屈服后的强化模量

取 0.02E，材料服从 Von Mises 屈服准则。采

用绑定约束定义模块单元内部的梁、柱接触

关系。模块梁和模块柱均采用 C3D8R 单元进

行模拟，所有构件的网格尺寸均为 75mm。根

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17]，结构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结构和构配

件的自重标准值和各可变荷载组合值之和，

一般包括楼面恒荷载标准值、墙体自重和 0.5

倍的楼面活荷载标准值，将墙体自重的各一

半分别算入屋面和楼面的重力荷载代表值中。

在有限元模型中，将各层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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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密度的形式增加到对应的楼面梁和屋面梁

中。荷载的施加分为两步，首先，约束柱脚

的所有平动和转动自由度，并在“gravity”中施

加重力荷载；其次，释放水平地震方向（X 方

向）的位移约束，并在该方向施加所选地震

波的加速度时程曲线，约束柱脚的剩余自由

度，即 U2=U3=UR1=UR2=UR3=0。在数值模

拟过程中，约束有限元模型的平面外位移，

即U2=0。利用ABAQUS在材料属性中提供的

瑞利阻尼来考虑时程分析中结构阻尼的影响。 

 
图 2 有限元模型示意图 

Fig.2 Finite element model 

模块间连接节点采用连接器单元进行模

拟，分别在模块柱顶和柱底建立参考点与相

应柱面耦合，随后通过耦合点建立连接器单

元。连接器单元将模块间连接节点等效为竖

向弹簧、水平弹簧和转动弹簧的合成，通过

定义这些弹簧的广义力与广义位移的关系来

模拟模块间连接节点的受力特征，如图 3所示。

为研究竖向模块间半刚性连接节点与模块单

元的相对刚度对整体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

对算例中连接器单元的转动弹簧刚度R和水平

弹簧刚度 ks 赋予不同的值进行弹性时程分析。

当考察转动弹簧刚度R的影响时，保持水平弹

簧刚度 ks=∞。本文以模块屋面梁的线刚度

ib=6.48×108N·mm 为参考量，借鉴 EC3 对节点

半刚性的规定，选取模块间转动弹簧刚度R分

别为 0.5ib、5ib、10ib、15ib、20ib和 25ib。当考

察水平弹簧刚度 ks 的影响时，保持转动弹簧

刚度 R = 10ib。以顶层单个模块的抗侧刚度 Kt

为参考值，选取水平弹簧刚度 ks 分别为 Kt、

5Kt、10Kt 和 15Kt，顶层单个模块抗侧刚度

Kt=1971N/ mm[8]。不考虑竖向模块间连接节

点的轴向变形和模块间的扭转，沿 z 轴方向的

平动弹簧和绕 z 轴的转动弹簧的刚度为无穷大，

有限元模型编号及连接器单元参数见表 2。 

表 2 模型信息及一阶自振周期 

Table 2 Model information and first-order natural vibration period 

模型 

编号 

R×106 

/ N·mm 

Kt 

/ N/mm 
T1/s T1C/s T1C/T1 T1A/s T1A/T1 

MSB-R1 324 ∞ 1.067 0.5-0.75 0.469-0.703 1.058 0.992 

MSB-R2 3240 ∞ 1.058 0.5-0.75 0.472-0.709 1.058 1.000 

MSB-R3 6480 ∞ 1.055 0.5-0.75 0.474-0.711 1.058 1.003 

MSB-R4 9720 ∞ 1.052 0.5-0.75 0.475-0.713 1.058 1.006 

MSB-R5 12960 ∞ 1.050 0.5-0.75 0.476-0.714 1.058 1.008 

MSB-R6 16200 ∞ 1.049 0.5-0.75 0.477-0.715 1.058 1.009 

MSB-k1 6480 1971 1.277 0.5-0.75 0.392-0.587 1.058 0.829 

MSB-k2 6480 9855 1.107 0.5-0.75 0.452-0.678 1.058 0.956 

MSB-k3 6480 19710 1.085 0.5-0.75 0.461-0.691 1.058 0.975 

MSB-k4 6480 29565 1.078 0.5-0.75 0.464-0.696 1.058 0.981 

2  模态分析 

CSMSS-SRC 的高度一般小于 40m[18]，

且结构布置规整，可采用底部剪力法计算水

平地震作用，通过结构的自振周期确定水平

地震影响系数是底部剪力法的关键。对比采

用 SAP2000 设计的整体结构与 ABAQUS 建立

的单榀框架的一阶阵型可以发现，两者都为

沿 X 方向的平动，整体结构和单榀框架的一

阶自振周期分别为 1.015s和 1.055s，两者相差

3.9%，这表明可以采用单榀框架反映整体结

构的一阶振动特性，下文采用单榀框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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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自振周期作为整体结构的一阶自振周期。 

对不同模块间连接节点刚度的模型进行

模态分析，得到各模型的一阶自振周期 T1 列

于表 2。结构的一阶自振周期随转动弹簧刚度

R 和水平弹簧刚度 ks的减小均呈现增大趋势，

相比于 R=25ib 的有限元模型 MSB-R1，当

R=0.5ib 时结构的一阶自振周期增加了 1.7%；

与 ks=15Kt 的有限元模型 MSB-k1 相比，当

ks=Kt 时结构的一阶自振周期增加了 18.5%。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模块间连接节点刚度的

减小，整体结构的刚度也有所减小，自振周

期随之增加。其中节点的抗剪刚度对结构的

一阶自振周期影响较大，而节点的转动刚度

几乎没有影响。 

模块间连接节点转动和抗剪刚度对结构

自振周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准确预估结构

自振周期是进行结构弹性设计的基础，因此，

需分析现有结构自振周期的计算方法是否适

用于 CSMSS-SRC。我国规范[15]给出的钢结构

自振周期经验公式为 T1=（0.10-0.15）n，式

中 n为建筑总层数。澳大利亚结构设计标准[19]

建议传统钢框架的自振周期 T1=0.1375H0.75，

其中 H 为结构高度。按中、澳规范计算的结

构自振周期列于表 2，T1C 为中国规范建议值，

T1A 为澳大利亚规范建议值。根据中国规范给

出的经验公式计算所得结构的自振周期与数

值模拟结果误差较大，建议值仅为模拟值的

39.2%-71.5%。而澳大利亚结构设计标准给出

的建议值与模拟值吻合较好，除了模型 MSB-

k1 外，其余各模型的规范建议值与模拟值的

误差在 5%以内。对于模块间连接节点抗剪刚

度不小于 5Kt 的 CSMSS-SRC，可采用澳大利

亚结构设计标准建议的公式对其自振周期进

行计算。 

3 弹性时程分析 

3.1 地震波选取 

基于算例的设计信息，依据地震震级和

场地特性等方面，在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数据库中选取 9条符合要求的地震波，所选

地震波的序号分别为 RSN32 、 RSN40 、

RSN55、RSN68、RSN85、RSN95、RSN126、

RSN176 和 RSN187。所选地震波反应谱与规

范反应谱的对比如图 3所示，在主要周期区间

[0.1,Tg]和[T1-ΔT1,T1+ΔT2]处，所选地震波反

应谱的平均值与规范反应谱的差值控制在 10%

以内。在进行弹性时程分析时，调整所选地

震波的峰值加速度与算例抗震设防烈度所对

应的峰值加速度一致，即将各地震波的峰值

加速度调整到 70gal。 

 

图 3 所选地震波反应谱与规范反应谱对比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elected seismic wave 

response spectrums and the standard response 

spectrum 

3.2 结构最大侧移 

 

 
a— 转动刚度 

 

b —抗剪刚度 

图 4 节点刚度对侧移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vertical inter-module connections 

stiffness on lateral displacement 

将各地震波作用下有限元模型最大侧移

的平均值作为结构的最大侧移，分析节点刚

度对 CSMSS-SRC 侧移的影响。从图 4 可以看

出，各有限元模型的最大侧移均呈现自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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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逐渐增大的趋势，随着模块间连接节点转

动刚度的增加，各模型的侧移有不同程度的

减小，与模型MSB-R1相比，模型MSB-R6的

各层侧移减小 1.7% - 3.6%，其中四层柱底的

侧移减小幅度最大；随着模块间连接节点抗

剪刚度的减小，各模型的侧移由不同程度的

增大，与模块间连接节点抗剪刚度为无穷大

的模型 MSB-R3（R = 10ib）相比，模型 MSB-

k1 的各层侧移的增幅为 19.2% - 56.5%。模型

MSB-k1 的侧移在层间节点处出现突增，这是

由于模块间连接节点的抗剪刚度较小，导致

变形集中在层间节点，在设计中应保证节点

具有足够的抗剪刚度。由以上分析可知，模

块间连接节点的转动刚度对结构侧移的影响

较小，而抗剪刚度是影响结构侧移的最主要

因素。 

3.3 最大层间侧移 

模块化钢结构第 i 层的最大层间侧移是指

第 i 层与第 i-1 层模块柱顶水平位移差值的最

大值，取有限元模型弹性时程分析结果的平

均值作为结构的最大层间侧移。CSMSS-SRC

除底层外，其余各层的层间侧移由模块侧移

与节点侧移两部分组成，底层的层间侧移只

包括模块侧移。表 3列出具有不同节点转动刚

度和抗剪刚度的有限元模型的最大层间侧移，

并分析各最大层间侧移所对应的模块侧移和

节点侧移。 

由表 3数据可知，模型底层的最大层间侧

移基本不变，2-4 层的最大层间侧移均随节点

转动刚度的增加而略有减小，而顶层的最大

层间侧移则明显增加。相比于模型 MSB-R1，

模型MSB-R6中间层的最大层间侧移分别减小

了 4.99%、3.47%和 1.62%，而顶层则增加了

16.28%。对于模型 MSB-R1-模型 MSB-R6 而

言，模块间连接节点的抗剪刚度为无穷大，

这些模型的节点侧移是由节点转动变形产生

的，各层节点侧移随节点转动刚度的增大均

有不同程度的减小，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各模型由于节点转动产生的节点侧移占各层

层间侧移的比例为 1.3% - 2.7%，这表明节点

转动变形产生的层间侧移较小，可不予考虑。 

由表 3数据可知，模型底层的最大层间侧

移基本不变，2-5 层的最大层间侧移均随节点

抗剪刚度的增加而减小。当模块间连接节点

的抗剪刚度从 Kt 增大为 5Kt 时，2-5 层的最大

层间侧移分别减小 16.7%-19.1%，而当抗剪刚

度从 10Kt 增大为 15Kt 时，模型最大层间侧移

的减小幅值为 2.4%，模块间连接节点的抗剪

刚度大于 15Kt 时，其对层间侧移的影响可忽

略不计。虽然模型 MSB-k2-模型 MSB-k4 最大

层间侧移均明显小于模型 MSB-k1，但是模块

侧移却大于模型 MSB-k1，这表明模块间连接

节点的抗剪刚度对侧移组成的影响较大。图 4

是模型 MSB-k1-模型 MSB-k4 的节点侧移占比

分布图，模型 MSB-k1 的节点抗剪刚度较小，

2-5 层的节点侧移占层间侧移的比例均超过

30%。随着模块间连接节点抗剪刚度的增大，

节点侧移所占比例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当

节点抗侧刚度为 15Kt 时，除顶层节点侧移占

比 5.2%以外，其余各层的节点侧移占比均小

于 5%，可避免变形集中在层间节点。 

 
图 5 各有限元模型的节点侧移占比 

Fig.5 Proportion of the inter-story drift caused by 

vertical inter-module connections 

表 3 具有不同节点转动刚度和抗剪刚度的有限元模型的最大层间侧移（单位：mm） 

Table 3 maximum story drift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with different node rotational stiffness and shear stiffness (unit: mm) 

楼

层 
侧移 

MS

B-

R1 

MSB-R2 MSB-R3 MSB-R4 MSB-R5 MSB-R6 MSB-k1 MSB-k2 MSB-k3 MSB-k4 

一

层 

层间侧移 5.58 5.60 5.60 5.60 5.60 5.59 5.35 5.83 5.69 5.69 

模块侧移 5.58 560 5.60 5.60 5.60 5.59 5.35 5.83 5.69 5.69 

节点侧移 0 0 0 0 0 0 0 0 0 0 

层间侧移 8.48 8.29 8.19 8.14 8.09 8.06 11.04 8.93 8.49 8.40 

Kt 5Kt 10Kt 15Kt
0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

 %

模块间连接节点抗剪刚度

 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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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层 

模块侧移 8.38 8.19 8.09 8.04 7.99 7.96 7.53 8.18 8.08 8.11 

节点侧移 0.11 0.10 0.10 0.10 0.10 0.10 3.51 0.75 0.40 0.29 

三

层 

层间侧移 7.46 7.34 7.27 7.24 7.22 7.20 9.91 8.08 7.52 7.43 

模块侧移 7.34 7.23 7.16 7.13 7.11 7.10 6.85 7.35 7.13 7.13 

节点侧移 0.12 0.11 0.11 0.11 0.11 0.10 3.06 0.73 0.40 0.30 

四

层 

层间侧移 6.01 5.98 5.94 5.92 5.92 5.91 7.77 6.47 5.89 5.89 

模块侧移 5.90 5.88 5.85 5.82 5.82 5.82 5.21 5.88 5.57 5.64 

节点侧移 0.11 0.10 0.10 0.09 0.09 0.09 2.56 0.59 0.33 0.25 

五

层 

层间侧移 3.38 3.68 3.80 3.86 3.90 3.93 4.88 4.02 3.66 3.63 

模块侧移 3.29 3.60 3.73 3.79 3.83 3.86 3.22 3.60 3.42 3.44 

节点侧移 0.09 0.08 0.08 0.07 0.07 0.07 1.66 0.43 0.24 0.19 

 

 

a— 转动刚度 

 

b— 抗剪刚度 

图 6 节点刚度对层间侧移角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vertical inter-module connections stiffness 

on inter-story drift ratio 

 

模块间连接节点刚度对层间侧移角的影

响如图 6所示，各有限元模型的最大层间侧移

角的峰值均出现在第 2层，该层是刚度相对较

小的薄弱层。随着节点转动刚度的增加，2-4

层的最大层间侧移角有不同程度的减小，顶

层的最大层间侧移角有所增大，这表明增大

节点转动刚度可使结构的层间侧移角分布更

加均匀。随着节点抗剪刚度的增大，底层的

最大层间侧移角略有增大，2-5 层的最大层间

侧移角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小。参考《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17]的相关规

定，多、高层钢结构弹性层间侧移角的限值

为 1/250，所有模型的最大层间侧移角均小于

该限制，满足规范要求。但是过小的节点抗

剪刚度可能导致层间侧移角的突增，使其不

满足规范要求。 

3.4 应力分布 

本文以模型MSB-R4在地震波RSN-126作

用下的结果为例，说明 CSMSS-SRC 的应力分

布。图 6为模型MSB-R4在地震波RSN-126达

到峰值加速度 70gal 时的应力分布，从图中可

以看出，模型 MSB-R4 的应力最大值为

217.2MPa，小于屈服强度 235MPa，结构整体

处于弹性阶段。模块单元的梁柱节点处应力

较大，模块柱中的应力几乎为 0，符合水平荷

载作用下反弯点在柱中的假定。值得注意的

是，应力最大值出现在二层模块楼面梁与模

块柱相交处，一方面这个现象符合“强柱弱梁”

的设计理念，而另一方面，模块梁与模块柱

通常采用焊接的连接形式，梁柱连接处的刚

性连接易导致焊缝的脆性断裂，因此，

CSMSS-SRC 的梁端也应采用加设盖板、腹板

开孔和翼缘削弱等构造措施。 

 
图 7 CSMSS-SRC 的应力分布 

Fig.6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CSMSS-SRC 

4  结论 

（ 1）模块间连接节点的抗剪刚度对

CSMSS-SRC 的自振周期、结构侧移和层间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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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影响较大，而转动刚度的影响较小，均

在 5%以内。 

（2）模块间连接节点抗剪刚度大于 15Kt

时，节点侧移占层间侧移的比例小于 5%，表

明节点具有足够的刚度避免变形集中在层间

节点，建议设计时应保证节点水平抗剪刚度

不小于 15Kt。 

（3）节点侧移包括节点剪切变形和转动

变形两部分，而节点转动变形产生的节点侧

移较小，仅占层间侧移的不足 3%，可在计算

中不予考虑。 

（4）采用中国规范推荐的经验公式计算

CSMSS-SRC 的自振周期与模拟值的误差在 25%

以上，对于模块间连接节点转动刚度为 0.5ib - 

25ib且抗剪刚度不小于 5Kt的CSMSS-SRC，可

采用澳大利亚结构设计标准建议的公式计算

其自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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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梁贯通式全螺栓端板节点是分层装配式钢框架梁柱连接的重要连接形式。对方管柱-H 型钢梁的边节点建

立有限元模型，考虑加腋与否及高强螺栓强度等级等因素影响，并进行低周往复加载，结果表明：（1）随加劲

肋厚度增加，承载力提高明显且刚度退化缓慢，延性提高明显。（2）加腋后节点承载能力明显提高，耗能能力

也明显提高；轴压比对其承载力及刚度退化均影响明显，但对初始刚度影响较小。（3）采用 10.9 级高强螺 栓

的节点承载力提高较少，但耗能能力明显增强。（4）轴压比低于 0.4 时，节点破坏模式相差不大，但当轴压比

高于 0.4 时，节点抗震性能降低明显。 

关键词:梁贯通式节点；有限元分析；抗震性能；承载力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BEAM THROUGH 

TYPE BOLT END PLATE CONNECTIONS 

Y. Zhou 1, J.R. Fu 2, Z.A. Han 1, Y.P. Chu 2, L. Gan 2 

1. Sichuan C&U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 Ltd., Chengdu, China 610095 

2.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China 621010 

ABSTRACT: The beam-through full-bolt end-plate node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form for the layered assembly steel 

frame beam-column connection. A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edge joints of the square column-H-

shaped steel beam, considering the haunch, and the strength grade of the high-strength bolt, and the low-cycle 

reciprocating load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 As the thickness of the stiffener increases, the bearing 

capacity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the stiffness degrades slowly, and the ductility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2) The load-

bearing capacit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joints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haunching; the axial compression 

ratio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ts load-bearing capacity and stiffness degradation, but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initial 

stiffness. (3)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joints with 10.9 grade high-strength bolts is less improved, but the energy 

consumption capacity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4) When the axial compression ratio is lower than 0.4, the node failure 

mode is not much different, when the axial compression ratio is higher than 0.4,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node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0  引  言 

分层装配式轻钢框架体系适合现场在楼

层连接处进行吊装装配，干法施工，施工工

期短，尤其适用于模块化结构体系，且采用

在节点连接处拼接的方式，具有很好的工程

应用前景[1]。节点作为结构体系核心部分，协

调梁柱共同工作，其抗震性能尤为重要。目

前装配式轻钢结构中，方钢管柱-型钢梁连接

节点连接形式主要有套筒式节点[2-3]，模块式

节点[4-6]，端板节点和梁贯通式节点[6]。其中

梁贯通式节点利于现场快速吊装装配，已有

研究表明该连接形式用到低多层中时具有较

好抗震性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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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梁贯通式节点通常在方钢管柱上焊

横隔板，再将钢梁固定在隔板上，或将钢梁

直接焊在方钢管柱上，此连接易造成梁柱节

点应力集中，且焊缝及附近母材热影响区明

显，焊缝及附近金属塑性变形能力差。 

目前梁贯通式全螺栓端板连接节点主要

采用上下柱焊接端板，用螺栓将型钢梁翼缘

和柱端板连接，此方式只能用于 H 型钢梁翼

缘宽大于柱截面宽的情况。针对柱截面宽大

于 H 型钢梁翼缘宽的情况，提出在上下层柱

连接处的 H 形钢梁焊接端板，在梁中部腹板

处设置加劲肋和加腋，以实现“强节点弱杆

件”的抗震设计准则要求，上下柱与梁采用

端板采用全螺栓连接，以实现对上下层柱的

连接。 

根据《标准》[8]节点相关规定，开展数值

模拟分析，对不同构造形式下梁贯通式边节

点开展往复加载下的抗震性能分析，为该类

结构的工程应用提供数据参考。 

 

1 节点参数及模型建立 

1.1 材料参数及模拟单元 

模拟中构件强度均采用 Q235B，柱采用

方管钢截面 200×5mm，梁截面采用 HN250

×125×6×9mm。采用实体单元 SOLID185

单元建模，梁与柱、端板与螺栓、螺栓与梁

及柱间存在大量接触。依照标准[8]规定，采用

PRETS179 单元设置螺栓预紧力数值，实现对

高强螺栓预紧力的施加。 

 

1.2  节点设计参数 

考虑结构受力特点，节点设计时将上下

层柱长取 1500mm，H 形钢梁长取 1200mm，

有限元模型见图 1。在下柱底设固定约束，在

柱顶施加 x、y 方向位移约束。节点中端板与

柱接触，螺栓和板件间接触，对螺栓与梁柱

设置接触对，采用面-面接触；依据标准[8]中

相关要求，采用喷砂处理，摩擦系数为

0.45。在柱顶施加轴压，梁端施加反复荷载，

位移幅值增量为 5mm，直到模型破坏。 

 

(a)设置加劲肋节点         (b)加设弧形腋板节点 

图 1 有限元分析模型 

Fig.1 Finite element models 

 

1.3 节点模型设计及验证 

加劲肋及加腋均有助于提高节点承载性

能，轴压比对节点抗震性能影响较大。考虑

加劲肋、梁柱间加腋、高强螺栓预紧力及轴

压比等影响因素均对节点影响较大，按照构

造设计节点，共计 3 类 12 个试件，其中高强

螺栓预拉应力值按标准[8]第 11.4.2 条施加，试

件参数见表 1 所示。 

表 1 试件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specimen 

编号 加劲肋厚度

(mm) 

加腋厚度

(mm) 

轴压

比 

螺栓性能等级 

J-1 - - - 8.8 级 

J-2 4 - - 8.8 级 

J-3 6 - - 8.8 级 

J-4 8 - - 8.8 级 

J-5 10 - - 8.8 级 

J-6 8 10 - 8.8 级 

J-7 8 10 - 10.9 级 

J-8 8 10 0.2 10.9 级 

J-9 8 10 0.3 10.9 级 

J-10 8 10 0.4 10.9 级 

J-11 8 10 0.5 10.9 级 

J-12 8 10 0.6 10.9 级 

 

2  往复加载分析 

2.1 滞回性能分析 

滞回曲线见图 2，分析可得：（1）加载

初期节点处于弹性阶段，随加载进行节点耗

能能力逐渐增强；（2）对于 J-1~J-5 系列节

点，可看到加劲肋板厚度在 8mm 以内时对承

载力及耗能能力影响均很小，但当加劲板厚

度增大到 10mm 后，节点承载力明显增强，

耗能能力也相应提高。（3）对于 J-4 和 J-6两

类节点，加腋后承载能力明显提高，耗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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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明显提高，可见加腋对提高节点抗震能

力帮助极大。（4）对于 J-6 和 J-7 两类节点，

对比不同高强螺栓预紧力的情况，可看到采

用高强螺栓后承载力提高较少，但耗能能力

明显增强。（5）对于在柱顶施加轴压后的 J-

8~J-12 节点，随轴压增大，滞回环包络面积

减小。当轴压比大于 0.3 后，滞回环面积明显

减小，尤其当轴压比增大到 0.6 时，转角在

0.01rad 时，节点 J-12 环耗能能力呈下降趋

势，说明轴压比对其耗能能力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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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1                                                           (b) J-2                                                      (c) 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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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4                                                        (e) J-5                                                          (f) 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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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J-7                                                     (h) J-8                                                        (i) J-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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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10                                                      (k) J-11                                                    (l) J-12 

图 2 滞回曲线 

Fig.2 Hysteretic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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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1~ J-6                                            (b) J-6 及 J-7                                                 (c) J-7~ J-12 

图 3 骨架曲线 

Fig. 3 hysteresis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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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骨架曲线 

骨架曲线见图 3，可看到：（1）J-1~ J-6

时初始刚度接近，且随加劲板厚度增加承载力

明显提高，刚度退化缓慢，加腋后承载力提高

更为明显。（2）对比采用不同高强螺栓预紧力

的 J-6 及 J-7，可看到采用高强螺栓后承载力、

初始刚度及刚度退化影响较小。（3）在所考察

加载范围内，节点 J-7~ J-12 随轴压增大，对初

始刚度影响较小，但对于承载力轴压比小于 0.5

时影响较小，轴压比增大到 0.6 后受影响较

大。 

2.3 耗能分析 

在低周往复加载中用能量耗散系数 E 来衡

量，用图 4 计算，S（ABC+CDA）为 P-Δ 曲线一环

所包围的面积，S（OBE+ODF）为 ΔOBE与 ΔODF所围

成的面积，按式（1）计算能量耗散系数 E [8]，

E 越大则滞回环越饱满，节点耗能能力越强。 

         (1) 

等效粘滞阻尼系数 eq
由公式（2）确定，

其值越大，节点的耗能能力越强。 

   
2

eq

E



=                         (2) 

累计耗能系数 a 由公式（3）确定，反应

节点在地震中累计耗能能力, 

a

1

( ) /
n

i i y

i

E E E + −

=

= +         (3) 

i iE E+ −、
 
分别为在施加正负向位移时的耗

能能力； 

首次屈服的耗能面积
y

1

2
y yE P= 

。 

 

0

1 RK
D

K
= −                            (4) 

刚度损伤系数 D 越大表明节点破坏越严

重。 

式中 KR为节点剩余刚度，K0为节点初始

刚度。 

节点延性系数是反映其屈服后变形能力大

小的主要参数，延性系数越大则延性越好。 

u

y




=


                 (5) 

公式（5）中
u 、

y 取值根据图 5 进行确

定。 

 

图 4 能量耗散系数 E 示意图 

Fig.4 Diagram of Energy dissipated capability 

 

 

图 5 屈服荷载、破坏荷载的确定 

Fig.5 Determination of yield load and failure load 

 

由表 2 可知：增设加劲肋后 J-2 比 J-1 的屈

服荷载提高 1%，破坏荷载降低了 4%，累积耗

能提高了 5%，延性系数降低了 7%，刚度损伤

系数接近，说明增设厚度小的加劲肋对节点抗

震性能影响小。 

由表 3 可知：（1）随加劲肋厚度增加，节

点屈服荷载和破坏荷载均提高，加劲肋厚度为

10mm 时，屈服荷载增大 30%，破坏荷载增大

110%；（2）增大加劲肋厚度，试件累积耗能

降低，加劲肋厚度为 8mm 时，试件累积耗能能

力降低 2%，当加劲肋厚度为 10mm 时，累积

耗能能力降低了 30%；（3）不断增大加劲肋

厚度，节点延性系数呈上升趋势，J-3 延性系数

提高了 7%，J-4 延性系数提高 14%，J-5 延性系

数提高了 39%；（4）对比试件刚度损伤系数 D

可知，增大加劲肋厚度，节点刚度损伤系数均

降低，当加劲肋为 8mm 和 10mm 厚时，刚度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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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指数不变，都为 0.17。说明增大试件加劲肋

厚度，有利于提高节点承载力，且厚度为 8mm

和 10mm 时，两者承载力接近。 

表 2 加劲肋对节点荷载特征值影响 
Table 2 Influence of stiffeners on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joint load 

试件编号 屈服荷载 破坏荷载 E 
eq    D  

Py(kN) Ey Pu(kN) Eu 

J-1 35.41 

(1.00) 

0.50 

(1.00) 

48.38 

(1.00) 

2.70 

(1.00) 

21.52 

(1.00) 

3.42 

(1.00) 

6.66 

(1.00) 

0.21 

 

J-2 35.68 
(1.01) 

0.47 
(0.94) 

46.34 
(0.96) 

2.79 
(1.03) 

22.59 
(1.05) 

3.60 
(1.05) 

6.18 
(0.93) 

0.19 
 

注：表中括号中数据为后续节点各项指标与第一个节点指标间的增长比（下表同）。 

 

表 3 加劲肋板厚对抗震性能影响 
Table 3 Influence of stiffener thickness on seismic behavior  

编号 屈服荷载 破坏荷载 E 
eq    D

 Py(kN) Ey Pu(kN) Eu 

J-2 35.68 

(1.00) 

0.47 

(1.00) 

46.34 

(1.00) 

2.79 

(1.00) 

22.59 

(1.00) 

3.60 

(1.00) 

6.18 

(1.00) 

0.19 

J-3 37.16 

(1.04) 

0.45 

(0.96) 

49.57 

(1.07) 

2.73 

(0.98) 

21.51 

(0.95) 

3.42 

(0.95) 

6.59 

(1.07) 

0.18 

J-4 40.65 

(1.14) 

0.48 

(1.02) 

55.51 

(1.20) 

2.88 

(1.03) 

22.06 

(0.98) 

3.15 

(0.88) 

7.03 

(1.14) 

0.17 

J-5 46.47 

(1.30) 

0.14 

(0.30) 

97.30 

(2.10) 

1.97 

(0.71) 

15.92 

(0.70) 

2.53 

(0.70) 

8.62 

(1.39) 

0.17 

由表 4 可知：增设加腋后，节点屈服荷载

提高了 41%，破坏荷载提高 46%；累积耗能降

低了 34%，延性系数降低了 18%，说明增设加

腋有利于提高节点抗震能力，但两者刚度损伤

系数相差不大，说明加腋对节点破坏程度影响

小。 

 

表 4 加腋对抗震性能影响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haunching on the seismic behavior  

编号 屈服荷载 破坏荷载 E 
eq    D

 
Py(kN) Ey Pu(kN) Eu 

J-4 40.65 

(1.00) 

0.48 

(1.00) 

55.51 

(1.00) 

2.88 

(1.00) 

22.06 

(1.00) 

3.15 

(1.00) 

7.03 

(1.00) 

0.17 

J-6 57.44 

(1.41) 

0.19 

(0.40) 

80.88 

(1.46) 

2.73 

(0.95) 

13.00 

(0.59) 

2.07 

(0.66) 

5.78 

(0.82) 

0.15 

由表 5 可知：采用 10.9 级高强螺栓的 J-7

屈服荷载提高了 16%，破坏荷载降低了 3%；

累积耗能能力提高了 81%，延性提高 8%，说

明采用强度高的高强螺栓更有利于提高节点抗

震能力，两者刚度损伤系数接近，说明通过改

变高强螺栓强度等级对节点破坏程度影响小。 

 

表 5 预紧力对节点抗震性能影响 
Table 5 Influence of prestress on seismic behavior 

编号 

屈服荷载 破坏荷载 

E eq    
D

 Py(kN) Ey Pu(kN) Eu 

J-6 
57.44 

(1.00) 

0.19 

(1.00) 

80.88 

(1.00) 

2.73 

(1.00) 

13.00 

(1.00) 

2.07 

(1.00) 

5.78 

(1.00) 
0.13 

J-7 
66.40 

(1.16) 

0.26 

(1.37) 

78.52 

(0.97) 

3.10 

(1.14) 

23.58 

(1.81) 

3.75 

(1.81) 

6.23 

(1.08)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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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压比是影响节点性能的重要因素，由

表 6 可知：（1）随轴压比增大，屈服荷载呈

降低趋势，当轴压比为 0.2 时，屈服荷载降低

了 15%，当轴压比为 0.3 时，屈服荷载降低了

19%；当轴压比为 0.4 时，屈服荷载降低了

21%；当轴压比为 0.5 时，屈服降低了 25%；

当轴压比为 0.6 时，屈服荷载降低了 28%；

（2）破坏荷载随轴压比增大先提高再降低，

当轴压比增大至 0.6 时，破坏荷载大幅度降

低。当轴压比为 0.2 时，破坏荷载提高 13%；

当轴压比为 0.3 时，破坏荷载降低 12%；当轴

压比为 0.4 时，破坏荷载降低 10%；当轴压比

为 0.5 时，破坏降低 8%；当轴压比为 0.6

时，破坏荷载降低了 42%；（3）随轴压比增

大累积耗能降低，当轴压比超过 0.4 时耗能能

力降幅加快；（4）随轴压比增大，延性系数

先增大后降低，当轴压比超过 0.4 时，延性性

能呈降低趋势，轴压比增大至 0.6 时，延性系

数降低了 56%；（5）对比刚度损伤系数，当

轴压比小于 0.4 时，刚度损伤系数相差不大，

但轴压比大于 0.4 时，刚度损伤系数增大，说

明节点轴压比宜小于 0.4。

 

 表 6 轴压比对荷载特征值影响 
Table 6 Influence of axial pressure ratio on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load 

试件编号 屈服荷载 破坏荷载 累积耗 

能能力 
eq  

延性系

数
  

D
 

Py(kN) Ey Pu(kN) Eu 

J-7 66.40 

(1.00) 

0.26 

(1.00) 

78.52 

(1.00) 

3.10 

(1.00) 

23.58 

(1.00) 

3.75 

(1.00) 

6.23 

(1.00) 

0.15 

J-8 56.36 

(0.85) 

0.23 

(0.88) 

88.65 

(1.13) 

2.71 

(0.87) 

21.35 

(0.91) 

3.40 

(0.91) 

7.34 

(1.18) 

0.15 

J-9 54.09 

(0.81) 

0.27 

(1.04) 

68.86 

(0.88) 

1.81 

(0.58) 

3.22 

(0.14) 

0.51 

(0.14) 

2.24 

(0.36) 

0.16 

J-10 52.38 

(0.79) 

0.34 

(1.31) 

70.95 

(0.90) 

2.34 

(0.75) 

5.78 

(0.25) 

0.92 

(0.25) 

3.11 

(0.50) 

0.16 

J-11 49.86 

(0.75) 

0.47 

(1.81) 

72.13 

(0.92) 

2.60 

(0.84) 

6.48 

(0.27) 

1.03 

(0.27) 

3.38 

(0.54) 

0.35 

J-12 47.70 

(0.72) 

0.63 

(2.42) 

45.78 

(0.58) 

3.66 

(1.18) 

11.33 

(0.48) 

1.80 

(0.48) 

2.77 

(0.44) 

0.60 

2.4  节点转动刚度 

《标准》[8]第 13.3.1 规定：当连接节点

的 转 动 刚 度 1K 小 于 0.5 倍 梁 线 刚 度

（ /b bi EI l= ）时视为铰接；当节点转动刚度

比 25 倍梁线刚度大时，视为刚接；两者之间

为半刚接。节点初始刚度按
0 0

1 /K M = 计算，

式中 1K 为节点初始刚度；
0M 为第一步加载时

节点的弯矩；
0 为对应节点转角，结果见表

7。由表可知：（1）增设加劲肋节点转动刚

度总体增大，加劲肋厚度越大，节点转动刚

度越大，厚度达到 10mm 时，节点由半刚接

转为刚接；（2）加腋后 J-6 转动刚度增大，

节点属刚接；（3）采用 10.9 级高强螺栓的节

点转动刚度比采用 8.8 级的高。 

 

表 7 节点连接属性 
Table 7 Connection properties of the node 

编号 K1 0.5ib 25ib 连接属性 

J-1 33.95 0.84 41.78 半刚接 

J-2 31.74 0.84 41.78 半刚接 

J-3 35.28 0.84 41.78 半刚接 

J-4 41.17 0.84 41.78 半刚接 

J-5 57.64 0.84 41.78 刚接 

J-6 59.58 0.84 41.78 刚接 

J-7 64.04 0.84 41.78 刚接 

2.5   刚度退化 

反复荷载作用下节点刚度会随荷载增加

而降低，刚度退化可用环线刚度 Kl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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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式中
i

jP
为位移延性系数为 j时，第 i 次循

环的峰点荷载值，
i

j 为位移延性系数为 j时，

第 i 次循环的峰点变形值，n 为循环次。 

节点刚度退化见图 6，加载初期刚度退化

迅速，后刚度退化趋于平缓。增设加劲肋及

加设腋板均能增大节点初始刚度，且加劲肋

加厚后节点刚度增大，随位移增大节点刚度

退化逐渐平缓；增设加腋能增大节点初始刚

度，随加载进行刚度变化小。采用 10.9 级高

强螺栓较 8.8 级的初始刚度大，但随加载进行

两者相差不大；增大轴压比节点初始刚度反

而下降；当轴压比增大至 0.6 时，刚度最低，

且随荷载增大刚度退化幅度增加，后逐步趋

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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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1~ J-6                                                  (b)J-6~ J-7                                           (c)J-7~ J-12 

图 6 刚度退化 
Fig.6 stiffness degradation 

3  结论 

对梁贯通式螺栓端板梁柱节点进行抗震性

能分析，考虑加劲肋厚度、加设腋板与否、螺

栓强度等级和轴压比等不同影响因素，得到结

果如下： 

（1）设置加劲肋有利于提高梁节点承载力

和刚度，且增加加劲肋厚度，屈服及破坏荷

载、转动刚度等均增大，刚度损伤系数减小。 

（2）设置加腋后节点承载力增大，但耗能

能力降低。采用 10.9 级预高强螺栓比 8.8 级时，

节点的承载力、耗能能力、延性等均提高。 

（3）当轴压比小于 0.4 时，随轴压增大，

节点承载力、耗能能力、延性等都降低，但破

坏模式接近；当轴压比大于 0.4 时，随轴压增

大，节点抗震性能下降。故当采用梁贯通式节

点时，建议轴压比不超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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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锤敲入法确定钢材屈服强度的试验研究 

袁绍翔，袁绍敏 

[中建土木（北京）工程检测鉴定中心， 北京 100029] 

摘要：摆锤敲入法检测钢材屈服强度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该项技术是利用摆锤自由落体时的能量，敲入特制的钢

钉，根据钢钉的敲入深度推定钢材的强度。对不同强度的钢材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研究，建立摆锤敲入深度与屈

服强度间的回归曲线，再根据实测屈服强度值来确定钢材的强度等级。该现场检测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检测效率

高，检测后不影响构件本身的承载能力等优点。 

关键词：敲入深度；回归曲线；钢材屈服强度；钢材品种 

Test research of employing pendulum type method to confirm steel yield 

strength rank 

Yuan Shaoxiang, Yuan Shaomin 

[ ZhongJianTuMu(Beijing) Engineering Testing And Appeaisal Center,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pendulum hammering method is a new technology to detect the yield strength of steel. This technology 

uses the energy of the pendulum when it falls freely to knock in a special steel nail, and the strength of steel is estimated 

according to the hammering depth of the steel nail. A series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steels with different strengths are 

carried out, and the regression curve between the hammering depth of the pendulum and the yield strength is established, 

and then the strength grade of the steel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d yield strength value. This on-site 

detection method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high detection efficiency and no influence on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component itself. 

Keywords: pendulum type depth; regression curve; steel bending strength; steel strength rank 

 

0  引言 

2001 年后在国家政策引导下，钢结构得到

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大力发

展钢结构住宅建设，北京、天津、南京、上海、

山东莱芜、河北唐山、安徽马鞍山、广州、深

圳等省市建设了一大批高层或多层钢结构住

宅。随着我国钢材产量的大幅度增长，钢结构

占建筑工程中的份额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大跨

度建筑中广泛地用钢结构。目前已经制订了一

些钢结构施工质量方面的检测标准，但是尚无

既适用于工程现场检测，又有具体可操作性的

钢材强度检测的技术标准。对于既有的钢结构

工程，如需了解其钢材强度，往往需要从结构

中取样做钢材拉力试验才能确定其材料强度，

而从结构中取样会影响主体结构的承载能力。 

1  摆锤敲入仪的研制 

研制开发出适合于钢结构现场检测的摆

锤敲入仪是该项技术的关键，检测设备应具有

体积小，重量轻，不需电源等特点。 

（1）锤头与摆杆长度的确定。锤头选用

尺寸为 58mm×58mm×80mm 的钢锤，是因为锤

头过大离心力随之增加，过大的离心力难以实

现对仪器的操作；锤头过小会使测钉的敲入深

度过小，而不宜拉开不同钢材的敲入深度。摆

杆选用长度为 194mm，直径为 10mm 的钢杆，

其转轴到锤头中心的距离为 223mm。摆杆过

长，摆锤下落时易伤及操作人员，摆杆过短摆

锤的能量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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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钉的选用。对于测钢材用的测钉，

是受工程现场剔凿的启发,用钢錾来剔凿坚硬

的混凝土材料，尖头使用时间长久后，由原来

的尖头慢慢变钝，成圆弧状；由于钢材强度高，

测钉直径大，其受压接触面增大，摆锤敲入后

在钢材上深度过小，前端直径减小至 2.0mm，

其压痕深度明显增加。因此，将测钢材用的测

钉端头做成直径 2.0mm 的半球形，细端总长度

为 3.0mm。 

（3）摆锤敲入仪组成。摆锤敲入仪由锤

头、摆杆、悬臂、竖板、测钉、测钉座、调节

螺丝、水准泡、激发杆等组成（见图 1）。 

 

1－锤头；2－摆杆；3－轴承；4－悬臂； 5－竖板； 6

－测钉；7－测钉座；8－激发杆；9－水准泡；10－调

节螺丝；11－限位销；12－把手；13－防护架 

1- Hammer; 2- Swing rod; 3- Bearing; 4- Cantilever; 5- 

Vertical plate; 6- Test nail; 7- Test nail seat; 8- Excitation 

rod; 9- Level bubble; 10- Adjustment screw; 11 - limit 

pin; 12 - handle; 13 - protective frame 

图 1  摆锤敲入仪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endulum hammering 

instrument 

2  摆锤敲入法测强曲线的建立 

选取不同品种的钢材（Q195、Q235、Q355、

Q390、Q420），将钢材试件置于试验机的下

承压板上，在钢试件上进行摆锤敲入试验；然

后在钢试件上截取钢板条（见图 2），钢板条

试件的宽度为 25～30mm。根据《金属材料 拉

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2010）进行钢材抗拉强度试验；最后对

屈服强度测试数据与测钉的敲入深度进行数

据回归分析。 

过程中，选取了不同时期的钢材。从改造

或拆除的既有钢结构中截取早期的钢试件进

行试验；所选用的近期钢材有舞阳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通化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安阳钢

铁集团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的

钢材。 

 
图 2  拟合公式时制作的部分钢材试件 

Figure 2 Some steel specimens made when fitting the 

formula 

采用 Excel 软件对摆锤敲入法测钉的贯入

深度与钢材屈服强度的数据进行拟合，得出相

应的测强拟合公式，锤敲入法测钉的敲入深度

与钢材屈服强度的关系如图 3～图 7 及表 1。 

 

表 1 摆锤敲入法检测钢材强度的拟合公式 

Table1 fitting formula for testing steel strength by 

pendulum hammering method 

 

图 3  摆锤敲入法测强线性拟合 

Figure 3 Linear fitting of strength measurement by 

pendulum hammering method 

拟合类型 拟合公式 相关系数 

线性拟合 y = -198.0 x + 606.0 0.88 

指数拟合 y = 834.4 e0.6756x 0.91 

对数拟合 y= (299.4)ln(x)+ 425.4 0.90 

二次多项式拟合 y=10.6 x2- 231.0x+630.8 0.89 

幂拟合 y=450/x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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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摆锤敲入法测强指数拟合 

Figure 4 Fitting of the strength measurement index by the 

pendulum hammering method 

 

 

图 5  摆锤敲入法测强对数拟合 

Figure 5 Logarithmic fitting of strength measurement by 

pendulum hammering method 

 

 

图 6  摆锤敲入法测强多项式拟合 

Figure 6 Polynomial fitting of strength measurement 

by pendulum hammering method 

 

 

图 7  摆锤敲入法测强乘幂拟合 

Figure 7 Power fitting of strength measurement by 

pendulum hammering method 

 

钢材屈服强度与敲入深度值的对应计算

公式： 

fy
i=450/mi 

式中：fy
i 为钢材屈服强度换算值，MPa； 

mi 为敲入深度值，mm，其相关系数

r=0.92。  

3  在实际工程中的验证性试验 

结合在建钢结构的工程检测，对钢柱、钢

梁进行摆锤敲入法敲入试验，检测 12 个测点，

去掉 12 个测点中的 1 个最大值和 1 个最小值，

将其余 10 个敲入深度平均值作为代表值，用

钢材测强曲线分别计算出钢柱、钢梁强度换算

值。同时，从钢柱、钢梁的同批材料中截取钢

板试件，加工成钢条。对钢条进行拉力试验，

试验结果见表 2。摆锤敲入法检测钢柱强度其

结果比实测屈服强度高了 5.2%，摆锤敲入法检

测钢梁强度其结果比实测屈服强度低了 8.0%。 

 

表 2 摆锤敲入法检测钢材屈服强度与实测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yield strength of steel 

tested by pendulum hammering method and the measured 

yield strength 

部位与刚

才品种 

敲入深度

平均值

（mm） 

钢材强度

换算值

（MPa） 

拉力试验

实测屈服

强度

（MPa） 

相对误差 

柱 Q355 1.17 385 365 +5.5% 

梁 Q235 1.50 300 325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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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摆锤敲入法检测钢结构强度，是一种全新

的原位无损检测方法。通过一系列的试验研

究，贯入深度与钢材的屈服强度有较好的对应

关系，建立了二者的关系曲线，但由于该种方

法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试验数据尚偏少，在今

后工作中还需要进一步积累试验数据，为以后

编写《摆锤敲入法检测钢材屈服强度技术规

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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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性能化设计理念，提出了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法：以结构达目

标位移时实现合理失效模式作为性能目标，基于能量平衡原理确定结构设计基底剪力，并给出符合失效模式的

侧向力分布；然后依据给定目标塑性耦连比分别求解钢连梁和 PEC墙肢底部加强区内力需求；最后采用塑性设

计方法设计钢连梁和 PEC 墙肢底部加强区截面，采用弹性设计方法设计 PEC 墙肢非加强区截面，保证结构实

现预期性能目标。依据提出的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法，设计了 12 层混合联肢 PEC 墙算例结构，

对其进行 Pushover 分析和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法

设计的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抗震性能良好，地震作用下，各层钢连梁首先剪切屈服耗散能量，然后 PEC 墙肢

底部形成弯曲塑性铰，塑性铰分布及发展过程符合预期，实现了“两阶段耗能体系”的设计目标。 

关键词: 混合联肢墙；抗震性能；目标位移；合理失效模式；性能化设计方法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METHOD OF THE HYBRID 

COUPLED PEC WALL BASED ON THE REASONABLE FAILURE 

MODE 

Q.L. Zhou1, S.X. Zhao1*, M.Z. Su2 and Y. Shi3 

(1. Sichuan Provincial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Chengdu 610041, China; 2.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China; 3.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a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method of 

the hybrid coupled PEC wall based on the reasonable failure mode was proposed. First, the performance 

goal is to achieve a reasonable failure mode when the structure reaches the target displacement, the 

design base shear force is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energy balance, and the lateral 

force distrib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ilure mode is given. Then, according to the given plastic 

coupling ratio, the internal force requirements of the steel coupling beams and the strengthening sec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PEC wall piers are obtained. Finally, the plastic design method is used to design the 

steel coupling beams and the strengthening sec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PEC wall piers, and the elastic 

design method is used to design the non-strengthening section of the PEC wall piers, so as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performance goal. According to the proposed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method based on 

a reasonable failure mode, a 12-story hybrid coupled PEC wall structure is designed. And the pushover 

analysis and elastic-plastic dynamic time history analysis are conducted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method. The hybrid coupled PEC wall structure designed by the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metho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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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failure mode has good seismic performance. Under the earthquake, all the steel coupling 

beams first suffered from shear yielding and then the plastic hinges formed at the bottom of the PEC 

wall piers. Th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lastic hinges meet the expectations, and the design goal 

of “two-stag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 is realized. 

KEYWORD: Hybrid coupled wall; Seismic performance; Target displacement; Reasonable failure 

mode;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method 

 

0  引言 

传统的基于承载力和延性的抗震设计方

法，基本实现了结构“大震不倒”安全目标，保

证了人员生命安全，但控制不了其在地震作

用下的破坏程度，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需要的

修复时间可能远超社会承受限度。随抗震设

计理论的发展及公众和社会对建筑抗震要求

的提高，抗震设计目标由“大震不倒”转变为

“控制地震经济损失、保证结构使用功能的延

续等使用性能目标”。在此背景下，基于性能

的抗震设计理论逐渐形成。Bertero 等[1]首先

提出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理论，该设计理论

的核心思想是：保证设计的工程结构或构件

在设计使用年限内能满足各种预定性能目标，

而具体性能目标则由使用功能、结构重要性

和业主自身要求来确定[2, 3]。基于性能的抗震

设计理论提出后，首先在基于位移的抗震设

计方法中得到实践和发展。但基于位移的抗

震设计方法仅用位移作为结构抗震性能评估

指标，不足以对结构弹塑性阶段的破坏特征

和抗震性能进行全面描述，无法考虑持时对

结构造成的累积损伤。为了考虑结构的累积

损伤效应，在位移指标的基础上加入能量指

标，即基于能量的抗震设计方法。其基本思

想来源于能量平衡，只要结构通过阻尼和滞

回耗散的能量大于地震输入的能量，结构就

能有效抵抗地震作用，不发生倒塌[4]。基于能

量的抗震设计通过控制结构的耗能机制和损

伤模式，实现了对结构耗能分布的有效控制

和抗震性能的整体把握。Leelataviwat 和 Goel

等[5]提出的基于性能的塑性设计方法是一种基

于能量的设计方法。该法直接考虑结构非弹

性性能，已成功应用于联肢钢板剪力墙[6]、

FRC 对角斜筋连梁联肢剪力墙[7]以及混合联肢

剪力墙[8]等多种结构体系中。 

结合混合联肢剪力墙结构体系的概念以

及型钢部分外包混凝土组合剪力墙（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Shear Wall，简称 PEC 剪力

墙）抗震性能优异、装配化程度高等优点，

笔者课题组[9-12]提出了一种新型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即采用 PEC 墙肢代替传统钢筋混凝

土墙肢。针对该新型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

课题组开展了系列研究。结果表明，混合联

肢 PEC 墙结构滞回曲线饱满而稳定，延性性

能好，耗能能力强；与已有联肢墙结构研究

成果一致，耦连比是影响混合联肢 PEC 墙结

构整体性能的控制因素，为保证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形成合理失效模式，塑性耦连比

（CRp）取值范围应控制在 27%~54%。 

虽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以下简称“抗规”）[13]中引入了建

筑抗震性能化设计的相关条文，但由于对结

构弹塑性地震反应分析存在困难，目前的结

构抗震设计仍然以采用基于力和相应的构造

及内力调整措施来保证结构延性的设计方法

为主。具体而言，结构设计主要分两阶段进

行，首先按弹性计算方法，确定小震作用下

结构的承载力，然后进行大震作用下的弹塑

性变形验算。在对传统钢筋混凝土联肢墙结

构进行抗震设计时，目前规范主要通过控制

连梁的抗震性能，来保证结构整体的抗震性

能，并未从结构整体出发进行考虑。而混合

联肢 PEC 墙结构中的钢连梁与钢筋混凝土连

梁存在较大差异，如果简单套用规范中的方

法对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进行抗震设计难以

保证其抗震性能。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性能化设计

概念，研究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基于合理失

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法，并给出完整设计

流程。最后采用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

设计方法对 12 层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进行算

例设计，并对算例进行 Pushover 分析和弹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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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动力时程分析评估其抗震性能，验证混合

联肢 PEC 墙结构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

设计方法的可行性。 

1  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法 

1.1 合理失效模式 

依据文献[11]可知，CRp 在 27%~54%之间

的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抗震性能好、失效模

式合理。这种合理失效模式可表述为：在大

震作用下，沿墙高布置的钢连梁首先顺序剪

切屈服耗散能量，并承担主要耗能工作，延

缓 PEC 墙肢的屈服，然后在 PEC 墙肢底部形

成弯曲塑性铰耗散能量，塑性铰充分发展后

达结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见图 1。此失效模

式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失效模式具有“有序”性，即混合联

肢 PEC 墙结构中各构件的屈服按照预定顺序

依次发生，使延性好、耗能能力强的钢连梁

首先屈服耗能，保护结构中的关键构件（PEC

墙肢），延缓其屈服，减轻其损伤。 

（2）失效模式具有“渐近”性，即混合联

肢 PEC 墙结构的抗震具有层次性，不会因某

部分构件屈服而出现刚度大幅降低的情况。 

弯曲塑性铰

剪切塑性铰

 

图 1   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合理失效模式 

Fig. 1   Reasonable failure mode of hybrid coupled PEC 

wall. 

1.2 性能目标 

依据我国抗规[13]中的三水准抗震设防目

标，结合上述关于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合理

失效模式的定义，在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

能化设计中，对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中各构

件的性能目标表述如下： 

（1）小震作用下钢连梁和 PEC 墙肢均处

于弹性状态。 

（2）中震作用下大部分钢连梁进入塑性

状态，但屈服程度低，而 PEC 墙肢基本不屈

服，仍然处于弹性阶段。震后修复主要集中

于钢连梁。 

（3）大震作用下沿墙高布置的钢连梁大

量屈服，且屈服程度较高，承担主要耗能，

PEC 墙肢底部也进入塑性状态，开始辅助耗

能。 

1.3 目标位移角 

目标位移角作为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

能化设计方法中的重要参数，其值准确性直

接影响结构设计基底剪力准确性，进而影响

设计结构合理性。而不同抗侧力结构，目标

位移角均存在差异。对于本文提出的混合联

肢 PEC 墙结构体系，鉴于其变形能力介于钢

筋混凝土结构与纯钢结构之间，参考《钢板

剪力墙技术规程》（JGJ/T 380-2015）[14]3.4节

对钢板组合剪力墙变形限值要求，取混合联

肢 PEC 墙结构弹性和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分别为 1/400 和 1/80。同时依据抗规[13]附录

M 条文说明，对结构在不同破坏状态下变形

参考值与其弹性和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间关系

的描述，可取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在不同破

坏状态下的层间位移角限值如表 1 所示。结合

1.2 节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从承载力角度所取

性能目标，从变形角度的性能目标为：（1）

中震作用下，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的最大层

间位移角不大于1/130。（2）大震作用下，混

合联肢 PEC 墙结构的最大层间位移角不大于

1/90。 

表 1   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不同破坏状态下的层间位

移角限值 

Table 1  Limits of inter-story drift ratio for hybrid 

coupled PEC wall under different failure states 

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不严重破坏 

1/400 1/200 1/130 1/90 

1.4 设计基底剪力 

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依据能

量守恒定律[5, 15]，将结构单向推覆至目标位移，

结构达合理失效模式时，外力所做功应等于

等效理想弹塑性单自由度体系（EPP-SDOF）

达相同状态时所需能量，EPP-SDOF 的最大地

震输入能则可用多个等效弹性单自由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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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OF）最大地震输入能之和 EI 的 γ 倍来

表征，γ 为最大地震输入能修正系数，见图 2。 

 

图 2   能量平衡概念 

Fig. 2  Concept of energy balance 

考虑到上述假定中，将结构的能力曲线

假定为理想弹塑性，且在单向推覆分析中无

法考虑结构滞回性能。而混合联肢 PEC 墙结

构的滞回曲线与理想弹塑性结构的滞回曲线

还存在差异，因此，参考白久林等[16]提出了

考虑结构不同滞回特性的能量平衡方程，引

入折减系数 η修正结构累积滞回耗能 Ep： 

e p IE E E                          （1） 

其中： 

1

2

A

A
                          （2） 

式中：η为滞回耗能修正系数；A1和A2分别为

结构实际滞回环面积及其对应的EPP-SDOF滞

回环面积，见图 3。 

 

 

饱满滞回环面积A2

实际滞回环面积A1P

Δ

 

图 3   滞回耗能修正系数计算 

Fig. 3  Calculation for correction coefficient of hysteretic 

energy dissipation 

 

文献[16]指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

滞回耗能修正系数 η可采用 Small Takeda 模型

计算，当结构等效周期大于 1s 时，可取为定

值 0.588。鉴于本文的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等

效周期大于 1s，且滞回性能优于钢筋混凝土

剪力墙结构，偏于保守的取 η为 0.588。 

对于最大地震输入能修正系数 γ，由式

（1）可得： 

          y y y u y e e

1 1
+

2 2
V Δ V Δ Δ V Δ 

 
   

 
（ ）    （3） 

则： 

Δ

2

μ

1+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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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 

u
Δ

y

=
Δ

Δ
                      （5） 

e e
u

y y

= =
V Δ

R
V Δ

                   （6） 

式（3）至（6）中：Ve和Δe分别为E-SDOF的

基底剪力和侧向位移；Vy、Δy 及 Δu 分别为

EPP-SDOF 的基底屈服剪力、屈服位移及目标

位移；μ∆和 Rμ 分别为结构的延性系数和延性

折减系数。 

由上述分析可知，最大地震输入能修正

系数与延性系数和延性折减系数直接相关。

针对延性系数、延性折减系数及自振周期三

者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

采用 Newmark 和 Hall[17]提出的关系式，见表 

2。 

表 2   不同 T 范围内 μ∆和 Rμ的关系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μ∆ and Rμ within different 

range of T 

自振周期 T/s 延性折减系数 Rμ 

10
10

T
T 

 
μ 1R 

 

1 1

10 4

T T
T 

 

1
2.513log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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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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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μ

1

T
R

T




 

1 10T T 
 μ ΔR 

 

注：阻尼比 ζ=5%，T1=0.57s， 1 1( 2 1 / )T T   
    

给定地震水准作用下，EPP-SDOF 最大地

震输入能 γEI可表示为： 

2

2

I v a

1 1
=

2 2 2

T
E MS M S 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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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为结构等效总重量；Sv和 Sa分别为谱

速度和谱加速度；T 为结构基本自振周期；g

为重力加速度。 

对于弹性振动能 Ee，基于 Akiyama 等[18]

的研究，可采用下式计算： 
2

y

e

1
=

2 2

VT
E M g

G

 
 
 

                      （8） 

式中：G为结构总重力荷载代表值。 

由前述假定可知，结构的累积滞回耗能

Ep 等于作用于结构的侧向力在结构屈服后所

做的功，对于如图 1 所示合理失效模式有： 

p p y p

1 1

= =
n n

i i i i

i i

E F H V H     
 

 
 
 

             （9） 

式中：Fi=λiVy为结构第 i层的水平地震作用，

λi 为楼层侧向力分布系数，计算方法见 1.5 节；

Hi为结构第 i层离地面的高度；θp 为结构塑性

位移角，按下式计算： 

p u y=                          （10） 

式中：θu和θy分别为结构目标位移角和屈服位

移角。 

目标位移角 θu的取值参看 1.3 节。对于屈

服位移角 θy，依据文献[11]可知，CRp 范围适

中的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所有钢连梁屈服

时位移角在 1/351~1/204 之间。故本文混合联

肢 PEC 墙结构的屈服位移角 θy取为 1/200。 

将式（7）、（8）和（9）代入能量平衡

方程式（1），取M=G/g，得： 

2 2

y

y p a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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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n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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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 T 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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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得： 
2 22

y p y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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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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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式中：w为无量纲参数，采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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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8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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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1

=
n

i i

i

H H



                     （15） 

1.5 侧向力分布 

侧向力分布模式是否准确反映结构在地

震作用下的层剪力分布情况，直接决定了设

计结构的合理性，而现行规范给出的侧向力

分布模式基于弹性分析建立，不能准确反映

结构进入塑性状态后的受力情况。Chao 等[19]

基于大量的非线性动力时程分析结果，研究

了不同类型结构体系弹塑性响应，提出了一

种新的侧向力分布模式，该侧向力分布模式

能更精确地反映结构在塑性状态下的层剪力

分布，并考虑结构高阶振型影响。本文采用

该侧向力分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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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式中：βi 为楼层剪力分布系数；α 为与结构体

系有关的无量纲参数，参考文献[20]本文 α 取

为 0.6；Gj和 Gn分别为第 j层和结构顶层的重

力荷载代表值；Vi和 Vn分别为结构第 i层和顶

层的层剪力。 

2  构件设计 

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法，

以整体结构达目标位移时实现合理失效模式

为主要控制目标。对于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

合理失效模式如图 1 所示，非弹性变形集中于

沿墙高布置的钢连梁及 PEC 墙肢底部截面，

二者成为塑性设计中的关键构件。依据功能

关系，外荷载功等于内力功，同时由于钢连

梁发生反对称变形，重力荷载所做外力功等

于零，则： 

p pw p pb, p

1 1

= +
n n

i i i

i i

F H M V b  
 

         （18） 

式中：Mpw为各 PEC墙肢底部截面的塑性抗弯

承载力之和；Vpb,i为第 i 层钢连梁的塑性抗剪

承载力；b 为钢连梁净跨度；γp 为钢连梁塑性

转角，且 γp=(L/b)θp，L 为两 PEC 墙肢形心线

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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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钢连梁设计 

为对钢连梁截面进行设计，首先要得到

各层钢连梁剪力需求。依据耦连比定义[10]，

基于选定目标 CRp，钢连梁的总剪力需求为： 

OTM p

b,

1

=
n

i

i

M CR
V

L


                    （19） 

式中：MOTM为结构底部总倾覆力矩；Vb,i为结

构第 i层钢连梁的剪力需求。 

所有钢连梁的总剪力需求确定后，由式

（20）得到各层钢连梁的剪力需求[21]： 

b,

1
b,

1

=

n

i

i
i i n

i

i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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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确定了各层钢连梁的剪力需求后，便可

按相关规范对其截面进行设计。由文献[11]可

知，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中的钢连梁与偏心

支撑钢框架中的耗能梁段受力性能相似，在

地震作用下首先剪切屈服耗散能量。故可按

我国《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2015）[22]中有关偏心支撑耗能梁段的相关

条款进行设计。 

2.2 PEC 墙肢底部加强区截面设计 

在确定了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中，由钢

连梁耦连作用抵抗的倾覆力矩后，即可通过

式（18）计算得到 PEC 墙肢底部截面所抵抗

的倾覆力矩 Mpw，该倾覆力矩应该按一定比例

分配给受拉和受压侧 PEC 墙肢承担，分配比

例见表 3。 

表 3   混合双肢 PEC 墙力矩分配比例[11] 

Table 3   Moment distribution ratio of hybrid coupled 

PEC wall 

PEC 墙肢 

CRp 

30% 40% 
50% 

60% 

受拉侧 0.46 0.44 0.42 0.40 

受压侧 0.54 0.56 0.58 0.60 

为保证实现“强墙肢弱连梁”的合理失

效模式，在对 PEC 墙肢底部加强区截面进行

设计时，考虑钢连梁屈服后的强化，对按上

述分配得到的 PEC 墙肢底部加强区截面弯矩

乘超强系数 γw： 

pb,1
w

b,1

=1.1

n

ii

n

ii

V

V
 






                   （21） 

式中：Vpb,i和Vb,i分别为第 i层钢连梁的塑性抗

剪承载力和塑性抗剪承载力需求。 

Paulay 和 Priestley[23]研究发现，受高阶振

型的影响，地震作用下剪力墙结构的最大动

态基底剪力远大于设计基底剪力，故为保证

剪力墙的破坏仍以延性较好的弯曲变形为主，

Paulay 和 Priestley 引入了一个动态剪力修正系

数 ω对剪力墙结构设计基底剪力进行修正： 

=1.3+ 1.8
30

n
                （22） 

本文对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进行设计时

采用上述 ω考虑高阶振型的影响。 

2.3 PEC 墙肢非加强区截面设计 

对 PEC 墙肢非加强区截面进行设计时，

可将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沿钢连梁中部切开，

成为独立的左右两侧 PEC墙肢隔离体，见图 4。

对两侧墙肢隔离体进行受力分析时，为保证

静力平衡，有如下假定：（1）各层钢连梁都

达到其极限状态，即钢连梁发生剪切屈服达

到其塑性抗剪承载力。（2）墙肢底部截面也

达到不考虑超强系数下的塑性抗弯承载力。

（3）两侧墙肢的侧向力分布模式与设计侧向

力分布模式保持一致。则受拉侧和受压侧

PEC 墙肢的基底剪力可按下式计算：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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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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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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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式 中 ：hw 为 PEC 墙 肢 的 截 面 高 度 ；

Mb,i=Vpb,i×b/2 为钢连梁剪切屈服时的端部弯矩。 

Nt

Mtw

Vtw

Fi

Nc

Mcw

Vcw

Mb,i

Vb,i Vb,i

Mb,i

 

图 4   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隔离体示意图 

Fig. 4   Free body diagram of hybrid coupled PEC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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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两侧墙肢的基底剪力后按 1.5 节侧向

力分布模式对其进行分配，得到两侧墙肢每

层的侧向力，结合每层钢连梁端部的弯矩和

剪力即可计算得到两侧墙肢每层的弯矩和剪

力，最后按文献[11]给出的承载力计算公式进

行 PEC 墙肢截面设计。 

3  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基于合理失效模

式的性能化设计步骤 

（1）依据设计地震水准及性能目标，确

定结构合理失效模式及目标位移角 θu，结合

结构屈服位移角 θy，计算得到结构塑性位移

角 θp和延性系数 μ∆。 

（2）依据相关规范[24]估算结构基本自振

周期 T，按表 2计算延性折减系数 Rμ及最大地

震输入能修正系数 γ。 

（3）基于（1）、（2）步确定的设计参

数和给定地震水准下的设计谱加速度 Sa，利

用式（13）即可求得结构的设计基底剪力 Vy。 

（4）按式（16）确定结构设计用侧向力

Fi及其分布，由下式计算得到结构底部总倾覆

力矩： 

OTM

1

n

i i

i

M F H


                  （25） 

（5）选择目标 CRp，分别由式（19）、

（20）计算所有钢连梁的总剪力需求和各层

钢连梁的剪力需求。 

（6）将第（5）步中确定的钢连梁剪力

需求带入式（18），求出 PEC 墙肢底部截面

所需抵抗的总倾覆弯矩Mpw，并依据表 3 在受

拉和受压侧 PEC 墙肢中进行分配。 

（7）依据静力平衡条件，分别由式（23）

和（24）计算得到受拉侧和受压侧 PEC 墙肢

基底剪力 Vtw 和 Vcw，并沿高度按式（16）进

行分配。 

（8）结合每层钢连梁端部的剪力、弯矩

以及第（7）步中分配给受拉侧和受压侧 PEC

墙肢每层的侧向力，计算受拉侧和受压侧

PEC 墙肢每层的剪力和弯矩。 

（9）对钢连梁和 PEC 墙肢底部加强区截

面按式（26）进行承载力计算，对 PEC 墙肢

非加强区截面按式（27）进行承载力计算[13]。 

GE Ek kS S R                    （26） 

 G GE E Ek RES S R               （27） 

式中：SGE为重力荷载代表值效应；SEk为水

平地震作用标准值效应；Rk和R分别为按材料

标准值计算的承载力和按材料设计值计算的

承载力；γG 和 γE 分别为重力荷载分项系数和

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γRE 为抗震承载力调

整系数。 

（10）采用塑性方法设计钢连梁和 PEC

墙肢底部加强区截面，采用弹性设计方法设

计 PEC 墙肢非加强区截面。对于 PEC 墙肢截

面，采用文献[11]提出的简化力学分析模型和

承载力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图 5 给出了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基于合

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流程图，便于更直

观的理解其计算过程。 

 

图 5   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

化设计流程 

Fig. 5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method flow chart of 

the hybrid coupled PEC wall based on the reasonable 

failure mode 

 

4  算例设计及分析 

为验证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

方法的有效性及适用性，本节采用上述设计

方法设计了 12 层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算例，

并利用 ABAQUS 对其进行 Pushover 分析和动

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抗震设计信息 结构基本信息 结构性能目标

 估算基本自振周期T

 预期合理失效模式

 确定目标位移角θu

 确定屈服位移角θy

 计算塑性位移角θp=θu-θy

 计算延性系数μ =θu/θy
 地震影响系数α 

 设计谱加速度Sa

 地震输入能修正系数γ 

 结构设计基底剪力Vy 

 结构设计侧向力Fi 及其分布

 结构基底总倾覆力矩MOTM

 确定目标塑性耦连比CRp

 钢连梁内力需求

 PEC墙肢底部加强区截面内力需求

 PEC墙肢非加强区截面内力需求

 钢连梁塑性设计

 PEC墙肢底部加强区截面塑性设计

 PEC墙肢非加强区截面弹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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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程概况 

该 12 层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平面布置如

图 6所示，PEC墙肢长 3m，钢连梁跨度为 1m，

两者厚度均为 0.25m。结构位于抗震设防烈度

8度（0.2g）地区，总高 36m，每层均为 3m。

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场地类别为Ⅱ类。

PEC 墙肢内钢板和钢连梁钢材均为 Q345B；U

型-横向拉结筋为 HRB400；混凝土强度等级

为 C40；每层集中重力荷载代表值为 1200kN。 

1000

2
5

0

钢连梁

3000 3000

PEC墙肢 PEC墙肢

 

图 6   算例平面布置（单位：mm） 

Fig. 6   Plane layout of model （unit：mm） 

 

4.2 算例设计 

表 4 给出了算例结构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

性能化设计方法中震和大震作用下的主要设

计参数。由表可知，大震作用下算例结构的

设计基底剪力 Vy为中震作用下的 1.360倍，故

本文算例结构设计以性能目标为 1/90 控制。 

表 4   算例结构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主要设计参数 

Table 4  Main design parameters based on reasonable 

failure mode of model  

设计参数 中震 大震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αmax/g 
0.45 0.9 

设计反应谱加速度 Sa/g 
0.167 0.335 

基本自振周期 T/s 
1.2 1.2 

动态剪力修正系数 w 
1.7 1.7 

屈服位移角 θy 
1/200 1/200 

目标位移角 θu 
1/130 1/90 

塑性位移角 θp 
0.27% 0.61% 

延性系数 μ∆ 
1.538 2.222 

延性折减系数 Rμ 
1.538 2.222 

滞回耗能修正系数 η 
0.588 0.588 

地震输入能修正系数 γ 
0.690 0.494 

设计基底剪力 Vy/kN 
1452.537 1975.009 

确定结构的控制作用及 Vy 后，按式（16）

给出结构侧向力及其分布，然后按式（25）

计算得到 MOTM，并通过目标 CRp 确定钢连梁

总剪力需求及拉/压侧 PEC 墙肢底部弯矩。取

CRp=40%，则算例结构在大震作用下各部分内

力需求如表 5 所示。确定结构各部分内力需求

后，便可按第 2节对各构件进行设计。设计的

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的 PEC 墙肢和钢连梁截

面尺寸如图 7 和表 6 所示。 

 

表 5   算例结构各构件内力需求 

Table 5   Internal force demand of components 

 荷载值 

倾覆力矩 MOTM/kN·m 59513.0 

钢连梁总剪力需求/kN 5951.3 

受拉侧 PEC 墙肢底部弯矩需求/kN·m 15711.4 

受压侧 PEC 墙肢底部弯矩需求/kN·m 19996.4 

 

图 7   PEC 墙肢截面尺寸 

Fig. 7   Section size of PEC wall pier 

 

表 6   钢连梁截面尺寸 

Table 6   Section size of steel coupling beams 

楼层 截面尺寸/mm 跨度 b/mm 
长度比

b/(Mp/Vp) 

1-3 H500×250×8×26 1000 0.60 

4-6 H420×250×8×18 1000 0.85 

7-9 H400×250×6×16 1000 0.74 

10-12 H250×250×5×20 1000 0.50 

注：Mp和 Vp分别是钢连梁塑性抗弯承载力和塑性抗剪承载力 

4.3 有限元模型建立和验证 

在 ABAQUS 中建立算例结构的有限元模

型。混凝土采用实体单元 C3D8R 进行模拟，

型钢采用壳单元 S4R 进行模拟，横向拉结筋

采用可考虑横向剪切变形的梁单元B31模拟。

钢材采用线性随动强化模型，强化模量取为

0.01；混凝土采用塑性损伤模型，塑性特征参

数见表 7，单轴应力-应变关系则参考《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5]附录

C。钢连梁与墙肢型钢内翼缘的对接焊缝采用

“Tie”模拟，其余焊缝则采用“Merge”模拟，

横向拉结筋通过“Embedded”嵌入混凝土中，

墙肢型钢与混凝土间的接触关系则采用 

“General contact” 模 拟 ， 法 向 为 “Hard 

12 12476 994 12 994 12 476 12
2

1
0

2
0

2
0

2
5

0

混凝土 钢骨架 U-型横向拉结筋

3000

1
0

1
2

0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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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切向为“Penalty”摩擦系数取为

0.4[22] 。 

表 7  混凝土塑性特征参数[26] 

Table 7  Plastic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concrete[26] 

膨胀角 偏心率 σb0/σc0 K 粘性系数 wt wc 

38° 0.1 1.16 0.6667 0.005 0 1 

为验证有限元建模方法的准确性，对文

献[10]中的混合联肢 PEC墙试件进行建模分析。

图 8 为试验和有限元分析得到的滞回曲线对比，

二者滞回曲线形状相似，有限元模型滞回曲

线基本能捕捉到试验滞回曲线的特征。图 9 为

试验和有限元模型最终破坏模式对比，二者

吻合程度较高，破坏均集中在钢连梁腹板和

PEC 墙肢底部。试验和有限元分析计算结果

的极限承载力对比见表 8。试验和有限元结果

正、反向极限承载力误差分别为 6.7%和 2.2%，

均低于 10%。有限元建模方法准确可靠，可

以用于模拟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实际受力性

能。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800

-600

-400

-200

0

200

400

600

800

 试验
 有限元

P
/k

N

Δ/mm

 

图 8   滞回曲线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hysteretic curve 

 

表 8 极限承载力对比 

Table 8 Comparison of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加载方向 
试验

Pm/kN 

有限元
P'm/kN 

m m

m

100 / %
P P

P




 

正（+） 660.2 615.7 6.7 

反（-） -624.0 -610.3 2.2 

 

图 9   破坏模式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failure mode      

4.4 Pushover 分析 

（1）推覆曲线 

按 1.5 节给定的侧向力分布模式对算例结

构有限元模型进行 Pushover 分析，得到的推

覆曲线见图 10，其上标注了“50%钢连梁腹

板屈服”、“所有钢连梁腹板屈服”及“PEC 墙

肢底部型钢屈服”三状态对应的特征点。图 11

为特征点处结构的塑性铰分布情况。由图可

知，算例结构中部 50%钢连梁腹板屈服时顶

层位移角为 1/449，小于给定结构屈服位移角

1/200，而各层钢连梁腹板都发生剪切屈服时

的顶层位移角达 1/180，说明结构大部分钢连

梁在中震作用下剪切屈服耗能，同时，算例

结构 PEC 墙肢底部形成弯曲塑性铰的顶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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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角为 1/114，大于中震作用下位移角需求

1/130，即墙肢在中震作用下不屈服，在大震

作用下才屈服，表明算例结构实现了合理失

效模式，符合预定的性能目标。 

总体来说，在 Pushover 分析中，算例结

构首先在沿墙高布置的钢连梁中形成剪切塑

性铰，然后随水平荷载增加，PEC 墙肢底部

外翼缘钢板开始进入塑性，水平荷载继续增

加，墙肢底部屈服程度逐渐扩展向墙肢中上

部延伸，最终形成弯曲塑性铰，结构达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与预期破坏模式相符。结构

的破坏过程呈现良好的延性，沿墙高布置的

钢连梁作为第一道抗震防线首先剪切屈服耗

散能量，然后 PEC 墙肢作为第二道抗震防线

底部形成弯曲塑性铰与钢连梁一起耗散能量，

实现了“两阶段耗能体系”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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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推覆曲线 

Fig. 10  Pushover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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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塑性铰发展过程 

Fig. 11  Development of plastic hinges 

 

（2）内力 

图 12 给出了两侧 PEC 墙肢底部截面弯矩

随结构顶层位移角的变化情况。加载初期，

两侧墙肢抵抗的倾覆力矩接近，但随加载进

行，由于墙肢混凝土开裂、钢连梁耦连作用

等的影响，结构发生内力重分布，在顶层位

移角达 1/840 后，二者承担的倾覆力矩比例发

生改变，受压侧墙肢抵抗的力矩比例增加，

受拉侧墙肢抵抗的力矩比例减小。当算例结

构的顶层位移角达 1/114，即各层钢连梁均已

发生剪切屈服，两侧 PEC 墙肢底部也均形成

弯曲塑性铰时，受拉侧墙肢与受压侧墙肢间

抵抗倾覆力矩的比例约为：0.44:0.56，与表 3

给出的力矩分配比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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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PEC 墙肢底面截面弯矩 

Fig. 12  Bending moment of the bottom of PEC wall piers 

 

图 13 为算例结构各特征点处钢连梁的剪

力分布。由图可知，不同阶段钢连梁剪力均

呈中间大两边小的分布，与其他类型联肢墙

结构连梁剪力分布类似；结构处于弹性状态

（即 50%钢连梁腹板屈服前）时，连梁剪力

不均匀程度较高，随各构件开始屈服进入塑

性状态，结构发生塑性内力重分布，连梁剪

力不均匀程度逐渐降低。为更进一步研究钢

连梁剪力分布情况，图 14 给出了算例结构各

特征点处钢连梁归一化剪力（即各层连梁剪

力/顶层连梁剪力）分布。由图可知，中上部

连梁归一化设计剪力与算例结构 Pushover 分

析结果吻合较好，而下部尤其是底部连梁归

一化设计剪力偏大，在弹性阶段，底层连梁

归一化设计剪力为有限元结果的 2.0 倍，但在

结构进入塑性后降至约 1.2 倍，证明本文采用

的钢连梁剪力设计分布模式精度较高。故可

偏于保守的基于层剪力分布系数 βi 确定的钢

连梁剪力需求，进行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中

钢连梁的截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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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钢连梁剪力分布 

Fig. 13  Shear distribution of steel coupling b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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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钢连梁归一化剪力分布 

Fig. 14  Normalized shear distribution of steel coupling 

beams 

（3）变形 

图 15 给出了算例结构特征点处层位移和

层间位移角。由图可知，混合联肢 PEC 墙结

构表现出明显的弯曲变形特征，结构的层位

移和层间位移角均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加，最

大值均出现在顶层。各特征点处，层位移曲

线均在一层出现明显转折，层间位移角曲线

则在一层差异最大。观察算例结构层间位移

角的分布情况可知，同一状态下，层间位移

角差异随楼层数增加而减小，底部三层差异

较大；不同状态下，层间位移角差异随结构

塑性发展程度提高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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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层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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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层间位移角 

图 15   算例结构特征点处层位移和层间位移角 

Fig.15   Story displacement and inter-story drift ratio at 

the characteristic points of the model. 

 

4.5 时程分析 

为对算例结构进行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

采用基于设计反应谱的选波方法，选取 5条天

然地震波，并生成 2条人工波，共同组成时程

分析地震波记录选择集。图 16 对比了 7 条地

震波调幅后的平均反应谱与目标反应谱，可

见二者吻合程度较高，满足我国抗规[13]中

“统计意义上相符”的规定，后续将采用该 7

条地震波作为算例结构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

的地震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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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反应谱对比 

Fig. 16  Comparison of response spectrum 

 

（1）钢连梁剪力 

算例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钢连梁最大剪

力及归一化最大剪力分布见图 17 和图 18。罕

遇地震作用下，各层钢连梁剪力均已超过连

梁设计屈服剪力，进入塑性状态。与 Pushover

分析结果类似，中上部连梁归一化设计剪力

分布与七条地震波时程分析结果吻合较好，

而底部连梁归一化设计剪力稍大于时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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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平均值。总的来说，基于层剪力分布系

数 βi 确定的钢连梁剪力分布模式与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中各层钢连梁剪力分布情况基本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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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钢连梁最大剪力分布 

Fig. 17  Maximum shear distribution of steel coupling 

b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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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钢连梁归一化最大剪力分布 

Fig. 18  Normalized maximum shear distribution of steel 

coupling beams 

 

（2）变形 

 

图 19   最大层间位移角 

Fig. 19  Maximum inter-story drift ratio 

 

算例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最大层间

位移角分布见图 19。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

各层最大层间位移角平均值均小于1/90，满足

给定性能目标。图 20 给出了结构在 7 条地震

波作用下最大倾覆弯矩处层间位移角分布，

与 Pushover 分析结果不同，地震作用下层间

位移角最大值出现在结构中部而不是上部，

不再表现出明显的弯曲变形特征，表明结构

受高阶振型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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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最大倾覆弯矩处层间位移角 

Fig. 20   Inter-story drift ratio at the maximum 

overturning moment 

 

（3）塑性铰分布 

以人工波 1为例，给出算例结构钢构件在

罕遇地震作用下的 Von Mises 应力分布（见图 

21），通过钢构件应力是否达屈服强度来判

断其是否进入塑性，形成塑性铰。由图可知，

算例结构塑性铰集中于各层钢连梁腹板以及

PEC 墙肢底部，且各层钢连梁腹板全截面进

入屈服，塑性发展充分，墙肢则仅在底部形

成塑性铰，与预先选定的破坏模式相符，实 

 

 

（a）1-6 层钢构件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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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12 层钢构件应力分布 

图 21   钢构件 Von Mises 应力分布 

Fig. 21   Von Mises stress distribution of steel members 

 

现了沿墙高布置钢连梁首先剪切屈服耗

散能量，然后 PEC 墙肢底部形成弯曲塑性铰

的“两阶段耗能体系”性能目标。 

5  结论 

基于性能化设计理念，提出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

方法，并给出完整设计流程。在此基础上，

为验证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法

的可行性，设计了 12 层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

并在 ABAQUS 中进行 Pushover 分析和弹塑性

动力时程分析评估其抗震性能。主要结论如

下： 

（1）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

法以结构达目标位移时实现合理的失效模式

为性能目标，在结构设计过程中考虑其非弹

性性能。采用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

计方法设计的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在地震

作用下表现出可控的非弹性性能及良好的抗

震性能。 

（2）采用的设计基底剪力是基于混合联

肢 PEC 墙结构实现预定的性能目标，达目标

位移时实现合理的失效模式，结构处于弹塑

性状态计算得到，能够较为准确地控制结构

的塑性分布及破坏模式。 

（3）对采用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

设计方法设计的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进行

了 Pushover 分析和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验

证了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法的

可行性。基于合理失效模式的性能化设计方

法设计的混合联肢 PEC 墙结构抗震性能良好，

地震作用下，各层钢连梁首先剪切屈服耗散

能量，然后 PEC 墙肢底部形成弯曲塑性铰，

塑性铰分布及发展过程符合预期，实现了“两

阶段耗能体系”的设计目标。 

（4）Pushover 分析和弹塑性动力时程分

析结果均表明，基于层剪力分布系数 βi 确定

的钢连梁剪力分布模式与混合联肢 PEC 墙结

构中钢连梁剪力分布情况基本相符，可偏于

保守的基于层剪力分布系数确定钢连梁剪力

需求，然后进行钢连梁截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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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场试验的高速铁路斜拉桥钢箱梁 OSD 疲劳受力特性分析

施洲 1 周勇聪 1 杨逸 1 郭辉 2 朱颖 2 

（1.西南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成都 610031；2.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铁道建筑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为研究高速铁路斜拉桥钢箱梁正交异性桥面板在列车荷载作用下的受力特性和疲劳性能，以主跨

672m的安九铁路鳊鱼洲长江大桥为工程背景，选取大桥标准钢箱梁的OSD板开展现场列车荷载下的疲劳

应力试验测试，并结合有限元仿真分析研究铁路钢箱梁 OSD 的实际疲劳受力特性。结果表明，理论应力

量值在-5~2 MPa，在横向上显示出不均匀性，在加载列车下方，应力呈现双峰效应；OSD 实测应力与理

论应力符合较好；基于实测应力幅进行疲劳评估，各考察加劲肋测点细节均满足 100 年的设计使用寿命，

其中 3 号考察加劲肋测点 2 细节疲劳寿命最低，按《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 10091－2017）和

《欧规》疲劳评估出来的寿命分别为 113.6 年和 109.4 年。 

关键词：正交异性桥面板；现场试验；疲劳评估；斜拉桥；高速铁路 

Fatigue Behavior Analysis of OSD Steel Box Girder of High Speed 

Railway Cable-Stayed Bridge Based on Field Test 

SHI Zhou1, ZHOU Yongcong1, Yang Yi1， Guo Hui2, Zhu Ying2 

(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2. Railway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China Academy of Railway Sciences Co. Ltd.,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tigue performance of ，steel 

box girder of otthotropic steel bridge deck of high-speed railway cable-stayed Bridges under train 

loads, taking Bianyuzhou Yangtze River Bridge with 672m main span as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the OSD of standard steel box girder of the bridge was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e fatigue 

stress test under train loads. Combined with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analysis, the actual fatigue 

behavior of OSD of railway steel box girder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stress 

value is -5~2 MPa, which shows non-uniformity in transverse direction, and the stress shows a 

bimodal effect under loading train. The measured stress of OSD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stress. According to the fatigu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measured stress amplitude, the 

details of the measurement points of each stiffener meet the design service life of 100 years, and 

the detail fatigue life of the measurement point 2 of the third stiffener is the lowest, which is 113.6 

years and 109.4 years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Code for Design on Steel Structures of Railway 

Bridge (TB 10091-2017) and the European Code. 

Key words: Orthotropic steel deck; Field test; Fatigue evaluation; Cable-stayed bridge; High-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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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

0   引  言 

正交异性桥面板（Orthotropic steel deck，

OSD）具有自重轻、承载力高、适用范围广等

突出优点，已经在公路大跨度桥梁中广泛使用
[1]。然而，OSD 因构造复杂、存在多种连接焊

缝和切口，在活载的反复作用下和构造细节焊

接残余应力作用下，容易出现疲劳开裂[2]。

OSD 的纵向加劲肋与横肋板交叉焊缝和开孔部

位、顶板与竖向加劲肋焊缝、顶板与纵肋焊缝

等细节是容易发生疲劳破坏的部位[1]。近年来，

在荷载更重、轨道固定的大跨度铁路桥梁中，

正交异性钢桥面也逐步应用，其在铁路荷载以

及高速铁路荷载下的疲劳受力性能，同样值得

关注。OSD 疲劳问题早已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并以模型试验结合有限元分析、理论分析等开

展广泛研究，也取得很多成果。张清华[3]引入

两类构造细节到 OSD 中，提出了一种高疲劳抗

力钢桥面板，并基于足尺模型试验发现高疲劳

抗力钢桥面板寿命显著优于传统钢桥面板结构

体系。王石磊等[4]通过现场试验和有限元模型

的手段，分析了环氧沥青铺装对钢桥板受力的

影响。施洲等[5]基于弹性支撑梁理论及闭口薄

壁杆件理论分析了铁路正交异性钢桥面加劲肋

与横隔板连接处的疲劳敏感区的局部受力特征，

并提出了加劲肋疲劳敏感部位的面内疲劳应力

的解析式。郭增伟[6]将轮载范围内的 OSD 简化

为弹性支撑的平面框架，提出了桥面板与 U 肋

交接位置处横向弯曲应力的解析公式，并以某

钢箱梁为例验证了公式的合理性，还分析了横

向轮载应力与 U 肋厚度、U 肋高度、顶板厚度

和横隔板间距之间的关系。Shi 等[7]利用有限元

分析和足尺模型试验对宽箱梁公路悬索桥 OSD

的疲劳性能进行了分析，发现现有建议的疲劳

设计等级高估了宽钢箱梁中 OSD 肋到顶板细节

的疲劳寿命。程斌等[8]对 OSDUHPC 铺装前后

的疲劳性能开展试验研究，发现在同等荷载作

用下，钢‒UHPC 组合节点焊趾处热点应力值显

著降低，钢‒UHPC 组合节点的疲劳裂纹数量减

少，裂纹扩展速率和刚度退化速度得到了有效

抑制，特征疲劳寿命也得到了大幅提高。Li等[9]

则基于现场试验，研究了 UHPC 铺装前后对

OSD 疲劳性能的影响。Wang 等[10]通过现场试

验研究了不同改性加铺层对 OSD 的加固效果。

张鹏飞等[11]以苏通长江大桥为背景，研究在随

机车辆荷载与焊接残余应力耦合作用下 OSD 焊

接细节的疲劳断裂性能，发现焊接节点在车辆

荷载与焊接残余应力耦合作用下比仅考虑随机

车辆荷载作用的疲劳寿命相比下降了 30%~40%。

王伟[12]研究了纵肋开裂模式下分别采用单、双

面焊的桥面板与纵肋焊接细节对疲劳性能的影

响。Xu 等[13]提出了考虑荷载序列效应的疲劳评

估方法，并基于长期的现场实测应力，采用考

虑荷载序列效应的序贯法对正交异性钢桥面板

肋-桥面板焊接疲劳寿命进行了评估。Li 等[14]采

用局部应变法和临界距离理论对 OSD 的横隔板

进行了疲劳评估。Luo 等[15]研究了采用平均应

变能密度方法对正交异性钢桥面板纵肋-桥面焊

接接缝进行疲劳评估的可行性。Wang等[16]通过

试验研究发现 OSD 根部裂纹的萌生和扩展，是

由于焊缝根部未熔透和高应力导致的。黄祖慰

等[17]采用足尺节段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的手段

对具有宽 U肋的 OSD 关键细节的疲劳性能进行

了研究。崔闯等[18]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

残余应力场对 OSD 疲劳性能影响，发现焊接残

余应力沿板厚方向符合正弦分布，并据此得到

了 OSD 焊接残余应力的经验公式。Shi[19]通过

有限元分析和足尺疲劳试验对铁路钢箱梁的 U

形肋和 V 形肋 OSD 的疲劳性能进行了研究，发

现肋—隔板焊接缝为疲劳最不利位置，V 形肋

的抗疲劳性能优于 U 形肋。可见对于公路桥梁

OSD 疲劳性能的研究资料已经很多，对于铁路

正交异性钢桥面的研究尚少。 

随着正交异性钢桥面在高速铁路桥梁中的

应用，高速铁路具有高速、高密度连续运营的

特点，其 OSD 面临恒定疲劳应力幅的超高周次

疲劳问题。且由于高速铁路采用“白天行车，夜

间维护”的运营维护方式，高速铁路的 OSD 的

开裂病害检测和维护的难度更大。为探索高速

铁路 OSD 的实际疲劳受力。本文易于安九铁路

鳊鱼洲长江大桥钢箱梁正交异性钢桥面的现场

试验，对高速铁路正交异性钢桥面板的疲劳性

能开展评估研究。 

1  工程概况 

鳊鱼洲长江大桥为双塔双索面混合箱梁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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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桥 ， 大 桥 全 长 1320 m， 跨 径 布 置 为

（2×50+224+672+174+3×50）m，见图 1。大桥

设计 4 线铁路，包括两线 350 km/h 客运专线及

预留的两线 200 km/h 客货共线；线路采用有砟

桥面，设计荷载为双线 ZK 荷载+双线中活载。

主梁在主跨和辅助孔采用单箱三室扁平钢箱梁，

桥面设置双向 2%的横坡，钢箱梁高 4.79 m，边

箱高 4.5m，梁宽（不含风嘴）32.24m，钢主梁

采用 Q370qE；在纵向上钢箱梁内每 3 m 设置一

道横隔板，横隔板厚 14 mm。标准钢箱梁段桥

面板为（16+3）mm 复合钢板，底板厚 16 mm。

顶板加劲肋采用板肋形式，板肋为 220×20mm，

并在对应的每线铁路下设置两道倒 T 形小纵梁，

小纵梁腹板高 500 mm，厚 14 mm，翼缘宽 250 

mm，厚 16mm，顶板加劲肋间距在 300~375 

mm之间。钢箱梁底板采用U形加劲肋，U肋高

220mm，厚 8 mm，U 肋开口宽 380 mm，顶宽

200 mm。在钢箱梁顶板上铺设 15 cm 厚混凝土，

混凝土采用剪力钉与钢箱梁顶板连接。 

 
图 1 鳊鱼洲长江大桥立面图（单位：m） 

Fig.1 Elevation of BianYuzhou Changjiang Bridge (unit: m) 

 

图 2 钢箱梁断面图(单位：cm) 

Fig.2 Steel box girder section (unit: m) 

2 现场试验方案 

2.1 测点布置 

为了了解铁路列车荷载下 OSD 典型疲劳细

节的实际疲劳应力幅及特点，并未了进一步分

析铁路桥梁 OSD 的疲劳受力特点及疲劳性能。

在铁路线路运营前的静载试验中，开展现场

OSD 在列车荷载下的应力实测分析。OSD 现场

静载试验选在黄梅侧进行。选取标准钢箱梁段

内距离 3 号墩 29 m 的横隔板为考察截面。并选

取上游侧靠近内侧的轨道下方的 6 个加劲肋作

为考察对象，并将其依次编号为 R1~R6，考察

加劲肋的位置见图 2。采用 120Ω 应变片结合静

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进行应变数据测试与采集。

考虑到纵肋与横隔板交叉处的开孔部位、顶板

与纵肋和横肋三者焊缝交汇处容易发生疲劳开

裂，所以在上述位置的横隔板和顶板上粘贴应

变片。对于每个加劲肋横隔板上布置了 6 个应

变测点，顶板上布置了 4 个应变测点，共 10 个

应变测点，6 个考察加劲肋共 60 个应变测点。

   
a—板肋-横隔板应变测点 b—倒 T 肋-横隔板应变测点 c—加劲肋-顶板上应变测点 

图 3 考察截面应变测点布置（单位：cm） 

Fig.3 Strain measurement of investigation section (unit:cm) 

黄梅 九江

OSD考察截面

15cm混凝土层
列车加载线路

R1 R3 R5 R6
R2 R4

4
7
9

道砟

82 160 485 500 385

3224/2

上游

4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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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的编号及具体布置位置见图 3，Ri 代

表考察加劲肋，Ri 后面的数字既是每个考察加

劲肋的测点编号，同时也是加劲肋附近疲劳细

节位置的编号。1、2、5和 6号测点测量的是横

隔板横桥向应变，1,2 测试的是横隔板竖向应变，

7、8、9 和 10 号测点测试的是顶板的纵向应变。

现场试验照片如图 4 所示。 

 

   
a— 应变测点 b— 数据采集设备 c—试验加载列车 

图 4 现场试验照片 

Fig.4 Site test photos 

2.2 现场试验加载 

为减小温度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试验选择

在凌晨时间段进行。为提高试验加载效率，本

次试验采用轴重较大的 DF4 机车（轴重 23t）、

KZ70 砟卸车（满载轴重 23t）编组进行加载。

试验车理论轴重和轴距参数见图 5。静载试验

列车按 DF4+30×KZ70+DF4 进行编组。选择上

游侧两线铁路进行加载，先加载内侧铁路，再

加载外侧铁路，逐级加载到两线。现场试验针

对大桥全桥主梁、桥塔、斜拉索等控制截面进

行，并通过全桥空间有限元模型计算出主梁等

各截面影响线，再依据影响线进行列车加载布

置。其中与 OSD 现场试验相关的有两种种加载

轮位，加载轮位二和三工况如图 6和表 1所示。

试验列车从黄梅侧上桥，朝向九江侧开行加载，

在每个加载轮位处停车测试，每次试验数据采

集完成后，编组试验列车退出测试梁跨以外，

各工况均重复 3 次试验。试验过程，除静载加

载测试外，还在试验列车加载全过程进行动态

测试，全程记录测点在列车加载至卸载下的应

力结果。 

 

a— DF4 机车理论轴重和轴距参数 

 

b— KZ70 货车理论轴重和轴距参数 

图 5 试验车理论轴重和轴距 

Fig.5 Theoretical axle load and wheelbase of test vehicle 

  

图 6 加载轮位工况示意图（单位：m）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loading wheel position working condition (unit: m) 

 

轮位二

轮位三

DF430×KZ70DF4

DF430×KZ70DF4

引桥

主桥梁端

OSD考察截面

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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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加载方案 

Table 1 Loading scheme 

加载方案 试验工况 备注 

轮位二 
辅助跨跨中钢梁最大正弯矩、挠 

度及结合梁最大负弯矩加载 
列车第一轴距黄梅侧主梁梁端 324m，满布 4号塔边跨侧 

轮位三 4#塔墩顶钢梁最大负弯矩加载 列车第一轴距黄梅侧主梁梁端 526m 

3 数值仿真分析 

3.1 有限元模型 

为分析安九铁路鳊鱼洲大桥 OSD 受力特性，

采用大型通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对 OSD 标准

梁段进行有限元建模分析。考虑圣维南效应，

建立 54 m长的全宽标准钢箱梁有限元模型。 

 

图 7 有限元模型 

Fig.7 Finite element model 

模型中，钢板构件采用弹性壳体单元

（Shell63）模拟，弹性模量为 210 GPa，泊松

比为 0.3；混凝土和道砟采用 8 节点实体单元

（Solid45）模拟，混凝土材料弹性模量为 35.5 

GPa，泊松比为 0.2；道砟材料属性参考既有文

献[19]，取弹性模量为 200 MPa，泊松比为 0.2；

剪力钉和钢轨采用Beam44单元模拟，弹性模量

为 210 GPa；混凝土与钢顶板和剪力钉采用共节

点连接；混凝土和钢轨与道砟采用耦合连接，

同时为了约束钢轨的扭转，在钢轨两端对其扭

转进行了约束。有限元模型节点总数为 5 143 

350 个，单元总数为 5 226 042 个。为了模拟斜

拉索的支承作用，约束临近斜拉索的边箱横隔

板底部的竖向位移，同时为了保证模型静定，

还将模型一侧端部靠近斜拉索的边箱横隔板底

部的纵向平动和横向平动进行了约束。对于考

察节段，以 30mm 的单元尺寸划分单元，对于

其余区域，以较大尺寸划分单元。有限元模型

如图 7 所示。有限元模型中荷载仅考虑试验列

车的轴重，将列车轴重以集中力的形式平均分

配到其下方的两根钢轨梁单元上，由于 ANSYS

模型中，集中力只能施加在节点上，对于恰好

处于两节点间的集中力，以杠杆原理分配到相

邻两节点上。 

3.2 数值分析结果与讨论 

有限元模型分析中，分别提取轮位二和轮

位三工况下箱梁中室范围内各加劲肋的代表性

疲劳细节（如图 3 所示）的应力及其在横桥向

的分布，如图 8 所示，图中横坐标“距离”表示

各加劲肋离主室中心的距离，以箱梁中心线为

原点，图例中B、C分别表示轮位二、轮位三工

况，其后数字表示主室内加劲肋的疲劳细节位

置。荷载下代表性的应力云图如图 9 所示。从

图 8 可见，整体上各细节部位理论应力均较小，

在-5~2 MPa 之间。加载侧应力在横桥向呈现不

均匀分布，在加载列车正下方，各加劲肋疲劳

细节的应力较大，应力横向呈现双线下的双峰

值分布，在双线两侧及中间区域应力较小；箱

梁未加载侧应力明显小于加载侧应力。且未加

载侧的 1,2细节位置处应力分布较为均匀。轮位

三工况作用下，测点的应力量值相对更大。加

载列车下方 1~6 位置的的应力为压应力，这主

要是因为 1,2测点提取的是横隔板的竖向应力，

而横隔板处于一个直接受压的状态。3~6 号测

点位置受压是由于其测量的是横隔板靠近上端

的横向应力，箱梁由于横向挠曲，横隔板顶部

处于受压，而底部处于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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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各加劲肋 1,2 位置理论应力 

127



施洲等 

 

-1200 -900 -600 -300 0 300 600 900 1200
-4

-3

-2

-1

0

1
箱室中心

加载线
路中心

应
力

 (
MP

a)

离箱室中心距离 (cm)

 FEA-B-3

 FEA-B-4

 FEA-C-3

 FEA-C-4

 

b—各加劲肋 3,4 位置理论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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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各加劲肋 5,6 位置理论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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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各加劲肋 7,8 位置应力 

图 8 考察截面各加劲肋细节部位理论应力横向分布 

Fig.8 Transverse distribution of theoretical stress at details 

of each stiffener of investigation section 

 

 a—轮位二工况横隔板竖向应力云图 

 

 b— 轮位二工况横隔板横向应力云图 

 

 c— 轮位三工况考察截面横隔板竖向应力云图 

 

 d—轮位三工况考察截面横隔板横向应力云图 

 

 e—轮位二工况倒 T 肋应力云图 

 

 

 f—轮位三工况倒 T 肋应力云图 

图 9 考察截面应力云图（单位：Pa） 

Fig.9 Stress nephogram of investigation section (unit: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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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试验结果分析 

4.1 静载应力结果与规律分析 

现场列车荷载下，部分代表性测点的实测

应力结果如图 10 所示，图 10 中图例 T 代表实

测，中间字母B、C分别代表轮位二和轮位三荷

载工况，最后数字代表测点编号。由图 10 可见，

各测点在列车静载作用下，实测应力量值均较

小，与理论计算结果类似，其原因在于是因为

钢顶板上面的混凝土铺装和道砟对于列车的轴

重荷载起到了良好的扩散作用。从 OSD 实测应

力在横向的分布可见，各测点细节应力在横向

上分布并无明显的分布规律，各考察加劲肋测

点细节应力呈现不均匀分布。对于各考察加劲

肋的 1~6 号测点，大部分处于受压状态，这与

有限元的计算结果相符；而部分测点处于受拉

状态，其原因在于 OSD 复杂构造下局部应为顶

板、横隔板产生了面内及面外的弯曲变形而导

致受力与理论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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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测点 Ri-5 和 Ri-6 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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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测点 Ri-7 和 Ri-8 应力 

图 10 实测应力 

Fig.10 Measured stress 

选取部分代表性测点，对比分析实测与理

论计算应力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见，由

于大部分测点应力水平较低，大部分测点实测

值与理论值存在一定差异，但绝对误差较小，

说明了有限元计算分析结果与实测存在一定的

偏差，其原因在于 OSD 结构局部受力复杂，实

际测点位置的偏差、道砟等材料参数的模拟误

差等均会导致一定的误差。 

表 2  代表性测点试验值与理论值对比（单位：MPa）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test values and theoretical 

values of representative measuring points (unit: MPa) 

代表

性测

点 

轮位

二实

测应

力 

轮位

二理

论应

力 

绝对

误差 

轮位

三实

测应

力 

轮位

三理

论应

力 

绝对

误差 

R6-1 5.90  -0.29 6.19 2.87  -0.67 3.54 

R3-2 2.74  -0.96 3.7 0.52  -3.71 4.23 

R1-3 3.11  -1.55 4.66 4.30  -1.71 6.01 

R5-4 1.85  -1.92 3.77 -0.66  -2.78 2.12 

R6-5 -3.83  -1.45 -2.38 -0.83  -0.67 -0.16 

R6-6 -2.31  -2.15 -0.16 —— -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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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7 0.10  -0.67 0.77 11.25  0.19 11.06 

R2-8 3.05  -0.61 3.66 0.66  -0.31 0.97 

R1-9 4.42  -0.61 5.03 0.93  -0.3 1.23 

R3-

10 
4.38  -0.41 4.79 0.92  -0.14 1.06 

注：——测点损坏 

4.2 OSD 应力影响线分析 

考虑到静载试验实际加载过程中，车轮偏

离试验截面的横隔板，导致静载试验实测应力

并不是最不利结果。所以分析加载列车在行进

过程中各测点实测的最不利应力。本次 OSD 现

场试验采用两线列车加载，现场试验从加载到

卸载程序如下：1）内线加载，内线加载列车从

引桥上行进至大桥预定加载位置；2）外线加载，

外线（第二线）列车从引桥行进到大桥预定加

载位置；3）卸载，两线列车退回，离开大桥。

在此加载过程中对各应变测点进行连续应变采

集。以下仅展示出代表性测点的应力随列车加

载进程的变化情况，如图 11，代表性测点选择

的依据是在轮位二单线行进过中，应力幅值较

大的测点。从图 11 可见，在整个加载过程中，

仅当试验列车车轮驶过 OSD 测试截面时，加载

过程中应力曲线呈现波动，测点应力变化均匀，

测点应力均较小，应力在 24MPa 以内。在单线

及双线列车行进加载过程中，测点应力逐步增

长；单线、双线加载到位时应力曲线平直，列

车退场后归零情况较好。 

为进一步考察各代表测点在内、外线列车

行进过程中的应力幅值（时程曲线中最大值与

最小值的差值），见表 3，由表 3 可知，大部分

测点在加载列车行进过程中，应力幅量值差距

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加载列车在固定线路上行

进，在横向上加载位置是固定的。除 R3-2 和

R1-7 测点应力幅量值较大外，其余大部分测点

应力幅量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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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1 考察肋测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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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4 考察肋测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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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4 考察肋测点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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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5 考察肋测点 6~10 

图 11 各代表测点轮位二动态采集应力 

Fig.11 Dynamic collection stress at wheel position 2 of 

each representative measuring point 

 

表 3  列车行进过程中代表性测点应力幅 (单位：MPa) 

Table 3 Stress amplitude of representative measuring points 

during train traveling (unit: MPa) 

测点 
轮位二内

线加载 

轮位二双

线加载 

轮位三内

线加载 

轮位三双

线加载 

R6-1 8.22 7.6 5.41 4.42 

R3-2 23.75 25.64 34.24 34.85 

R1-3 14.08 13.05 19.82 23.37 

R5-4 5.71 11.35 14.05 15.02 

R6-5 3.93 5.92 3.98 2.98 

130



施洲等 

 

R6-6 4.29 9.48 —— —— 

R1-7 14.06 22.05 30.22 31.83 

R2-8 3.01 3.31 2.89 3.01 

R1-9 5.81 5.65 6.67 5.67 

R3-10 4.51 5.01 5.00 5.84 

5  OSD 疲劳受力评估 

取表 3 中各考察加劲肋测点分别在轮位二

和轮位三单线列车加载行进过程中的应力幅的

平均值∆σavg，作为各测点在单线列车作用下的

应力幅值∆σ。大桥设计为两线客运专线和两线

客货共线，考虑多线列车同时作用，参考《铁

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 10091－2017），

取四线系数 γd 为 2.225，并考虑 1.068 的运营动

力系数，得到应力幅∆σd，假定 200 万次疲劳强

度对应设计使用寿命 100 年，列车行驶的疲劳

幅为常疲劳幅。基于 Palmgren-Miner 线性疲劳

累积损伤理论的 S-N 曲线评估公式（1）对各细

节进行疲劳寿命评估： 

𝑁 = ∑ (
𝜎𝑖

𝜎
)𝑚𝑛

𝑖=1 𝑛𝑖                      (1) 

其中，σ设计应力幅值（MPa）；σi第 i个循

环的应力幅（MPa）；设计荷载的等效荷载循环

次数；m为 S-N 曲线的斜率（m=3.0），ni第 i个

随机荷载的载荷循环数。将各考察加劲肋测点

应力幅∆σd结果带入公式（1），疲劳寿命评估结

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根据实测应力幅

结果，各考察加劲肋测点细节满足 100 年的设

计使用寿命，其中 3 号考察加劲肋测点 2 细节

疲劳寿命最低，按《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

（TB 10091－2017）和欧规疲劳评估出来的寿

命分别为 113.6 年和 109.4 年，但均满足设计使

用 100 年寿命的要求。 

表 4  各测点疲劳寿命评估 

Table 4 fatigue life evaluation of each measuring point 

测点 所属加劲肋 单线∆σavg(MPa) ∆σd (MPa) [σ1](MPa) [σ2](MPa) 
寿命一

（年） 

寿命二

（年） 

1 R6 6.82  16.20  71.9 71 8746.6  8422.3  

2 R3 29.00  68.91  71.9 71 113.6  109.4  

3 R1 16.95  40.29  71.9 71 568.5  547.4  

4 R5 9.88  23.48  71.9 71 2870.6  2764.1  

5 R6 3.96  9.40  71.9 71 44750.7  43091.1  

6 R6 4.29  10.20  71.9 71 35064.4  33764.1  

7 R1 22.14  52.62  110.3 71 921.0  245.6  

8 R2 2.95  7.01  110.3 71 389325.4  103839.2  

9 R1 6.24  14.83  110.3 71 41136.3  10971.7  

10 R3 4.76  11.30  110.3 71 92966.7  24795.7  

注：表中[σ1]和[σ2]分别表示各测点在《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 10091－2017）和 Eurocode3 中的疲劳强度，

寿命一和寿命二分别表示根据《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和 Eurocode3 的疲劳评估结果。 

6  结论 

基于鳊鱼洲长江大桥运营前现场成桥试验

中 OSD 应力测试和有限元分析，对高速铁路

OSD 受力特性及疲劳性能进行研究，得出如下

结论： 

1）在双线列车荷载下，整体上各细节部位

理论应力均较小，在-5~2 MPa 之间。加载侧应

力在横桥向呈现不均匀分布，在加载列车正下

方，各加劲肋疲劳细节的应力较大，应力横向

呈现双线下的双峰值分布，在双线两侧及中间

区域应力较小；箱梁未加载侧应力明显小于加

载侧应力。 

2）OSD 实测应力在横向上呈现不均匀分

布，在横向上并无明显的分布规律，对于各考

察加劲肋的 1~6 号测点，大部分处于受压状态，

这与有限元的计算结果相符；而部分测点处于

受拉状态，其原因在于 OSD 复杂构造下局部应

为顶板、横隔板产生了面内及面外的弯曲变形

而导致受力与理论有所差异。 

3）由于大部分测点应力水平较低，且

OSD 结构局部受力复杂和模拟误差，造成有限

元计算分析结果与实测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绝

对误差较小。 

4）在单线及双线列车行进加载过程中，测

点应力逐步增长，但应力均较小，应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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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Pa 以内。  

5）根据实测应力幅结果进行疲劳评估，各

考察加劲肋测点细节满足 100 年的设计使用寿

命，其中 3 号考察加劲肋测点 2 细节疲劳寿命

最低，按《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 

10091－2017）和欧规疲劳评估出来的寿命分别

为 113.6 年和 10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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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普斯国际艺术酒店钢网架加固设计 

彭  敏 1，赵仕兴 1*，刘宇鹏 1,2，罗  焱 3，唐元旭 1，杨姝姮 1，周巧玲 1 

（1.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6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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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施工遗留问题和使用荷载的增加，某网架结构工程存在质量安全隐患。采用了 MST 和 NIDA 软件

进行了结构模型验证并使用直接分析法对网架进行承载力计算。系统介绍了加固方案，并对压杆加固方案进

行了精细化有限元分析，对比了加固杆件和未加固杆件的荷载—位移曲线和破坏模式。结果表明：压杆加固

后，构件承载力提高了 15%~33%，破坏模式由失稳破坏向强度破坏转变；整体加固完成后，在荷载增加并考

虑初始缺陷和整体缺陷的情况下，网架结构可以满足《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的

要求。 

关键词：网架结构；加固设计；直接分析法 

Strengthening Design of Steel Grid Structure for Tipps International 

Art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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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oling1 

(1. Sichuan Provincial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 , Ltd.Chengdu 610017, China; 

2.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131, China; 

3.Sichuan Institute of Building Research Co. , Ltd. , Chengdu 610081,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problems left over from construc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service load, a grid 

structure project has hidden trouble of quality and safety. MST and NIDA software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structure model and direct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grid. Strengthening plans are introduced and refine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the 

reinforcement scheme of the compression rod.The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and failure modes of 

reinforced and unreinforced rods a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after reinforcement,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rod is increased by 15%~33% and the failure mode changes from unstable failure 

to strength failure;After the overall reinforcement is comple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creasing 

loads and considering the initial and overall defects, the grid structure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unified standard for reliability of building structures(GB 50068—2018). 

Keywords: grid structure; reinforcement design; direct analys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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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空间网架结构是大跨空间结构中应用最

早最广的结构形式之一，常用于大型公共建筑

的屋盖，特别是体育馆、报告厅、酒店、会展

等大型公共建筑。本文所述蒂普斯国际艺术酒

店钢网架由于施工遗留问题，使用荷载的调整

等原因，导致原结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需

要对其进行加固处理。 

1  工程概述 

蒂普斯国际艺术酒店位于四川省成都市，

其宴会厅屋盖部分采用正放四角锥钢网架结

构，网架节点类型为螺栓球。网架支承方式为：

上弦周边多点支承，支座采用平板压力支座。

网架跨度为 38.4m，投影面积 2642m2。设计杆

件采用 Q235B 圆管，杆件最小规格 Φ60×3.5，

最大规格 Φ180×12。该网架于 2011 年 1 月竣

工，原有网架结构如图 1。 

 
图 1 原有网架结构 

Fig.1  Original grid structure 

2   原网架存在的问题 

2.1  施工遗留问题 

该网架结构由于施工遗留问题已造成部

分杆件和连接失效，相关部门于 2019 年 7 月

对其进行了鉴定，发现存在上弦杆件弯曲变

形，上下弦杆和腹杆松动，个别支座处腹杆杆

件脱落，支座底板与过渡板、预埋板错位以及

螺栓未拧紧等情况，如图 2。鉴定结果表明：

该网架已存在安全隐患，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对

其进行加固处理。 

 

图 2 施工遗留问题 

Fig.2 Problems left over from construction 

2.2  使用荷载变化 

根据鉴定报告[1]，宴会厅屋面平均恒荷载

为 2.84kN/m2，大于原设计荷载 2.5kN/m2。恒

荷载的增加可能导致原设计中应力比较大的

杆件超限，因此应对原结构按加大后的荷载进

行计算复核（其中，网架下弦恒荷载、网架活

荷载、风荷载及温度作用仍按原设计采用） 

2.3  设计规范的调整 

原钢网架设计于 2010 年完成，相关可靠

度指标按《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2001）[2]执行。根据《建筑结构可

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3]的要

求，现阶段进行加固设计，其永久荷载分项系

数(永久荷载对结构构件的承载力不利时)应由

1.2 调整至 1.3，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应由 1.4 调

整至 1.5。分项系数的调整，将导致荷载设计

值的增大，因此有必要按新规范要求对原结构

进行复核计算。 

3  计算分析 

原网架杆件均采用 Q235B 级钢，包括焊

接钢管和无缝钢管；荷载分项系数及荷载组合

按现行规范采用；边界条件与原设计保持一

致，即 Y 方向的支座释放 X 向平动，X 向的

支座释放 Y 方向平动，四个角点不释放平动约

束。网架结构布置见图 3。 

 

图 3 网架布置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grid structure layout 

 

3.1  模型验证 

原钢网架采用 MST2008 专业软件进行计

算，加固设计拟增加 NIDA V10.0 作为对比分

析软件，采用该软件的线性分析结果与

MST2019 版本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以验证

NIDA 软件计算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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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MST 和 NIDA 软件对网架的受力情

况进行对比分析，见图 4 和图 5。结果表明，

大部分杆件的应力比集中在 0.6-0.9 区间范围。

其中 MST 软件计算的构件最大应力比为 0.94，

NIDA 软件计算的构件最大应力比为 0.98，最

大应力比均接近应力比限值1.0。经对比，NIDA

静力线性分析结果和 MST 分析结果在最大应

力比、应力比分布上基本保持一致，验证了

NIDA 计算模型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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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ST 杆件应力比 

Fig.4  Rod stress ratio of M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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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NIDA 杆件应力比 

Fig.5  Rod stress ratio of NIDA 

 

3.2  杆件承载力验算 

采用 NIDA 软件直接分析法，对网架的杆

件承载力进行验算。直接分析法是在结构内力

计算阶段就引入整体缺陷和构件初始缺陷，并

采用二阶非线性分析方法来考虑P-△和P-δ效

应，无需进行基于计算长度的稳定性验算，能

更为真实的反映结构受力情况。 

参照《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
[4]考虑构件缺陷和结构整体缺陷，根据构件截

面分类选取相应的综合缺陷代表值：焊接管初

始缺陷设置为 1/350，无缝管初始缺陷设置为

1/400。按最低阶屈曲模态考虑初始整体缺陷，

缺陷最大值按跨度的 1/300 取值。计算结果表

明：网架共有 433 根杆件的应力比超过 0.9，

其中 33 根杆件应力比超过 1.0，最大值为 1.1，

如图 6。为确定需要加固或者更换的杆件，支

座处杆件应力比限值取为 0.9，其余位置应力

比限值取 1.0，如图 7，需要加固或者更换杆件

共 56 根，其中上弦杆 32 根，腹杆 20 根，下

弦杆 4 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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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杆件应力比统计 

Fig.6  Stress ratio statistics of rods 

 

 

图 7 需加固杆件 

Fig.7  Rods need to be reinforce 

 

表 1  超限杆件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transfinite members 

杆件编号 规格 应力比 数量 加固措施 

S1a11 Φ60×3.5 -1.06 4 措施 1 

S3a11 Φ89×4.0 -0.91 4 措施 2 

S5a2 Φ140×4.0 -0.90 2 措施 2 

S6a3 Φ159×6.0 -1.01 2 措施 2 

S6a3 Φ159×6.0 -1.00 2 措施 2 

S6a3 Φ159×6.0 -1.02 4 措施 2 

S7a1 Φ159×8.0 -1.01 2 措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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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a1 Φ180×10.0 -1.01 4 措施 2 

S9a1 Φ180×10.0 -1.02 4 措施 2 

S9a2 Φ180×10.0 -1.00 4 措施 2 

X1a17 Φ60×3.5 -1.00 4 措施 1 

F1a6 Φ60×3.5 -1.10 4 措施 1 

F4a8 Φ114×4.0 0.93 4 措施 3 

F2a8 Φ76×3.75 -1.04 4 措施 1 

F2a7 Φ76×3.75 0.94 4 措施 3 

F3a8 Φ89×4.0 0.91 4 措施 3 

注：表中加固措施介绍详第 4 节，杆件编号同施工图杆件编号；

表中应力比为应力计算值/强度设计值，轴向受拉为+，受压为-。 

3.3  螺栓承载力验算 

采用 MST 和 NIDA 软件直接分析法得到

受拉杆件最大拉力，并取二者计算结果包络值

对螺栓承载力进行验算。支座处螺栓应力比限

值确定为 0.9，其余位置螺栓应力比限值确定

为 1.0。经验算，网架共有 98 根杆件的 172 颗

螺栓受拉超限，需加固螺栓汇总于表 2。 

表 2  超限螺栓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overrun bolts 

杆件编

号 
规格 

螺栓 

规格 
应力比 螺栓数量 

X6a4 Φ159×6.0 M48 1.02 2×4 

X7a2 Φ159×8.0 M52 1.01 2×8 

X7a2 Φ159×8.0 M52 1.07 2×4 

X7a2 Φ159×8.0 M52 1.08 2×4 

X7a2 Φ159×8.0 M52 1.03 2×2 

X8a2 Φ180×8.0 M56 1.03 2×4 

X8a2 Φ180×8.0 M56 1.08 2×10 

X8a2 Φ180×8.0 M56 1.06 2×8 

X8a2 Φ180×8.0 M56 1.07 2×8 

X8a2 Φ180×8.0 M56 1.05 2×8 

X8a2 Φ180×8.0 M56 1.01 2×4 

X9a3 Φ180×10.0 M64 1.03 4 

X9a3 Φ180×10.0 M64 1.04 4 

X9a3 Φ180×10.0 M64 1.02 8 

X9a3 Φ180×10.0 M64 1.01 8 

X9a4 Φ180×10.0 M64 1.02 2×4 

X9a4 Φ180×10.0 M64 1.04 2×2 

F4a8 Φ114x4.0 M33 0.92 2×4 

共计    172 

4  加固方案 

根据网架结构的受力特征，网架结构的拉

压杆均为理想的二力杆，可根据整体分析结

果，确定所需的加固杆件及相应的承载力。分

析表明，部分杆件承载力不满足《钢结构设计

标准》GB50017-2017[4]要求，表 3 列出了各种

规格杆件中受力最不利杆件的基本参数。 

表 3  典型加固构件各项参数 

杆件编号 几何尺寸/mm 应力比 

F1a6 Φ60×3.5 L=3492 -1.10 

F2a8 Φ76×3.75 L=3523 -1.04 

S3a11 Φ89×4.0 L=2400 -0.91 

F4a8 Φ114×4.0 L=3492 0.93 

S5a2 Φ140×4.0 L=2150 -0.90 

S7a1 Φ159×8.0 L=2400 -1.01 

注：表中应力比为应力计算值/强度设计值；轴向受拉为+，

受压为-。 

空间网架结构的加固措施主要有：改变网

架支撑情况、替换超限杆件、增加受力构件、

对压杆增加支撑点、加固网架杆件自身、球节

点外侧加焊加劲肋、预应力加固方法等。每一

种加固方法都在具体工程中得到应用。考虑到

本加固项目大部分需加固杆件为稳定承载力

不足或受拉承载力不足，因此主要采用加固网

架杆件自身的方式（加大受压、受拉杆件截面）

来提高原结构的承载力。 

4.1  受压杆件加固方案 

本项目中多数应力比超限的杆件为受压

杆件，受压杆件的承载力主要由稳定控制，因

此加固设计时以提高受压杆件稳定承载力为

主。提高压杆稳定承载力的方法：1）增大受

压杆件截面，以提高截面惯性矩；2）对已有

杆件增加附加约束，减小杆件计算长度，从而

提高杆件的稳定承载力。对网架结构，受压杆

件均等效为理想的二力杆，采用增加附加约束

的方式加固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本加固项目

采用加大受压杆件截面的方式提高原有杆件

的受压承载力。 

图 8 为规格为 Φ60×3.5 及 Φ76×3.75 加固

杆件的构造示意图，采用薄壁槽钢或薄壁矩管

作为外加约束单元，利用卡槽将 2 片约束单元

与网架原杆件定位，并通过 M10 普通螺栓将

薄壁槽钢或矩管与原网架杆件装配成整体。当

原网架杆件为 Φ89×4.0及以上规格时，采用焊

接等肢角钢的形式进行加固，如图 9。Φ89×4.0

的杆件增焊三道 L50×3 的角钢；Φ114×4.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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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件增焊三道 L63×4 的角钢；Φ140×4.0 的杆

件增焊三道 L80×5 的角钢；Φ159×8.0 的杆件

增焊三道 L90×6 的角钢。新增角钢与原有杆件

采用点焊焊缝连接成整体，以增大受压杆件截

面和惯性矩，从而提高其受压承载力。贾斌等

在《防屈曲技术在某网架加固工程中的应用》
[5]一文中表明：受压承载力不足的杆件按照原

长度的 0.6 倍以上的长度增设加固装置，即可

较大的改善加固杆件的稳定性。因此，本项目

对所有受压承载力不足的杆件按照原长 3/4 长

度增设加固装置，具有较高的经济性，加固效

果最佳，同时施工相对方便。受压杆件加固方

案可以简化为图 10 所示两端铰接的阶梯型变

截面压杆模型。根据整体失稳时两端弯矩为

零、杆中弯矩最大的特点，将杆件设计成中间

大、两端小的变截面形式有利于抗弯刚度的合

理分配，改善杆件的稳定性能，并减少材料用

量。 

 

 

 

图 8 加固杆件构造形式 1（措施 1） 

Fig.8 Structural form1 of reinforced rod (method 1) 

 

 

增焊三道角钢 

图 9 加固杆件构造形式 2（措施 2） 

Fig.9 Structural form 2 of reinforced rod (meth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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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加固杆件构造形式简化分析模型 

Fig.10 Simplified model of reinforced rods 

4.2  受压杆件加固方案有限元验证 

通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具有较强的非

线性分析能力，能够较好的分析构件考虑几何

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时的力学性能。采用随动

强化模型和Von Mises 屈服准则定义钢材理想

弹塑性本构关系。基于小挠度弹性理论获得的

欧拉临界力给出的是构件稳定承载力的上限

值，为获得同时考虑几何和材料双非线性时构

件的极限承载力，需要对模型施加初始缺陷。

所有加固构件均引入 1/300 的初始几何缺陷。

构件弹塑性屈曲分析时圆钢管、角钢、外部方

套管以及内部卡槽均采用四节点缩减积分壳

单元进行模拟，图 11 为杆件有限元分析模型。 

 

（a）Φ159×8.0杆件有限元模型 

 

（b）Φ159×8.0加固杆件有限元模型 

图 11 加固杆件有限元模型 

Fig.11 FEM model of reinforced rod 

图 12 和表 4 列出了典型加固杆件的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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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计算结果，原杆件长细比较大时，加固后受

压承载力提高最为明显，杆件长细比较小时，

原杆件稳定承载力与强度设计值相差不大，加

固后杆件受压承载力与构件强度设计值非常

接近，几乎不发生失稳破坏。图 13 所示典型

加固构件受压破坏模式表明，经过加固处理的

网架压杆塑性铰由跨中位置变化到加固段与

非加固段交界处，由此可见通过增加加固装置

使构件破坏模式由典型的失稳破坏向强度破

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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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Φ159×8.0 

图 12 加固杆件荷载-位移曲线 

Fig.12 Load-displacement curve of reinforced 

rod 

 

表 4：加固构件有限元分析结果 

杆件

编号 

几何尺寸

/mm 

加固前稳定

承载力/kN 

加固后稳定

承载力/kN 

提高系

数 

S3a1

1 

Φ89×4.0 

L=2400 
-151.6 -202.3 33.4% 

F4a8 
Φ114×4.0 

L=2204 
-242.9 -293.7 20.9% 

F5a2 
Φ140×4.0 

L=2463 
-306.1 -364.4 19.0% 

F7a1 
Φ159×8.0 

L=3053 
-674.9 -779.9 15.6% 

注：表中分析结果均基于构件材料强度设计值。 

 

（a）Φ159×8.0杆件破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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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Φ159×8.0加固杆件破坏模式 

图 13 加固杆件破坏模式 

Fig.13 Failure mode of reinforced rod 

 

4.3  受拉杆件及螺栓承载力不足加固方案 1 

网架结构中的受拉杆件为二力杆，且不必

考虑稳定问题，因此加固方式相对简单，仅需

通过增加杆件截面面积，即可提高其抗拉承载

力。《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51367-2019）
[6]明确采用增大截面法加固钢结构构件时，加

固件与被加固件应能可靠地共同工作；且对轴

心受力构件，其加固件应与原构件支座或节点

可靠的连接；同时，加固件的布置不宜采用导

致截面形心偏移的构造方式。3.4 节的计算结

果表明，宴会厅共计 172 颗螺栓超限（受拉承

载力不足）。如果采用更换高强螺栓的方式进

行处理，不但施工较为困难，原有螺栓球上的

开槽也不能满足要求。因此需要采取相应措

施，使荷载加大后受拉杆件增加的拉力不再通

过螺栓球传递。如图 14 所示，本项目采用新

增双拼槽钢的方法对受拉承载力不足的杆件

进行加固，并在原螺栓球节点上焊接鼓筒节

点，钢管鼓筒节点与原网架结构杆件可靠焊

接，使得受拉杆件新增内力不再传递至螺栓

球，同时钢管鼓筒节点可为双拼槽钢提供焊接

平台：当腹杆需要加固时，新增槽钢与鼓筒节

点封板现场焊接；当弦杆需要加固时，新增槽

钢与鼓筒节点筒板现场焊接。表 1 超限杆件统

计中共 12 根腹杆受拉应力比超限，需采用新

增鼓筒节点的方式进行加固处理。对 Φ76杆件

采用双拼轻型 8#槽钢加固、Φ89杆件采用双拼

轻型 10#槽钢加固、Φ114 杆件采用双拼轻型

12#槽钢加固。由于加固杆件在加固前已承受

荷载，加固后原钢管与新增槽钢共同受力，两

部分在继续承载时的应力增量相同。因此加固

设计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加固前的

状态，原杆件承担目前已有荷载作用；第二阶

段为加固后增加使用荷载的阶段，原钢管与新

增槽钢共同承担增加部分的荷载。新增荷载应

按原钢管与新增槽钢的截面面积比进行分担。

因此新增槽钢的截面确定原则为原钢管在加

固后新增荷载作用下应力不超过设计强度。 

 

 

图 14 加固杆件构造形式 3（措施 3） 

Fig.14  Structural form 3 of reinforced rod (method 3) 

 

4.4  受拉杆件及螺栓承载力不足加固方案 2 

对于弦杆处螺栓承载力不足的情况，也可

采用如图 15 所示加固措施：在原钢管外焊接

壁厚不小于 4mm的钢套管，同时增设四根Φ20

的高强拉杆，在钢管靠近螺栓球附近增设连接

环板和加劲肋板，满足拉杆的安装和传力，并

对新增拉杆施加预拉力，使拉杆与原有螺栓共

同分担荷载加大后弦杆的拉力。该措施对螺栓

的加固设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加固前

的状态，原有螺栓承担已有荷载作用；第二阶

段为安装拉杆后，对拉杆施加预拉力，此时螺

栓所承受的拉力减小，弦杆的轴力由螺栓和拉

杆共同承担；第三阶段为施加新增荷载后，拉

杆和螺栓所受拉力增大，由于新增的高强拉杆

分担了一部分拉力，此时螺栓的拉力不会达到

其承载力设计值。同时，原钢管上焊接的钢套

管增大了钢管的截面积，因此这种加固措施同

样适用于弦杆受拉杆件承载力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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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螺栓承载力不足加固形式（措施 4） 

Fig.15 Detail of reinforcement with Insufficient bolt 

bearing capacity (method 4) 

 

4.5 针对有质量缺陷的杆件的加固方案 

根据相关部门对该网架结构进行安全性

检测鉴定后提供的检测报告可以看出，该网架

多处存在：杆件脱落、杆件缺失、杆件螺栓未

拧紧以及杆件弯曲的情况。针对以上情况，提

出如下加固措施：装配拧紧脱落的杆件、更换

补齐缺失杆件、拧紧螺栓、更换失效杆件等。 

4.6 杆件及节点加固后的计算分析 

为验证对超限杆件进行加固后网架结构

的安全性，使用 NIDA 软件直接分析法对加固

后的结构进行计算。对于措施 1，通过增大构

件的惯性矩、截面模量等效加固后杆件；对于

措施 2，通过增大构件的惯性矩、截面模量和

截面面积来等效加固后杆件；对于措施 3 和措

施 4，通过增大构件的截面面积来等效加固后

杆件。经过计算发现，在对原杆件进行加固后

会出现新的杆件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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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杆件应力比统计 

Fig.16 Stress ratio statistics of rods 

 

这是由于网架采用的是满应力设计方法，在原

有失效杆件满足承载力要求后，结构会发生内

力重分布，导致新的杆件承载力不足。针对上

述情况，对新增超限杆件进行加固，通过多次

迭代计算，最终将网架结构构件应力比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支座处不大于 0.9，非支座处不

大于 1.0）。加固后网架结构应力比分布见图

16，应力比大于 0.9 的杆件分布见图 17。 

 

图 17 应力比大于 0.9 的杆件分布 

Fig.17 Distribution of rod with stress ratio greater 

than 0.9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网架工程采用 MST 和 NIDA

软件线性分析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了计算模型的准确性；并采用 NIDA 软件的直

接分析法对网架结构进行计算分析，引入构件

初始缺陷和结构整体缺陷，较为真实地反映结

构和构件的受力情况。计算结果表明：网架共

有 56 根杆件和 172 颗螺栓需要进行加固或更

换。因此，采取相应加固措施分别对受拉承载

力不足杆件、受压承载力不足杆件和承载力不

足螺栓进行加固处理。并对压杆加固方案进行

了精细化有限元分析，对比了加固杆件和未加

固杆件的荷载—位移曲线及破坏模式。加固后

受压杆件破坏模式由失稳破坏向强度破坏转

变。 

通过对加固后网架整体模型进行计算分

析，结果表明：原网架结构中超限杆件在加固

后的应力比均在限值范围内，加固后的网架结

构能够满足极限承载力的要求，保证了网架在

后续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功能性要求。 

参  考  文  献 

[1]查亮. 蒂普斯国际艺术酒店改造工程钢网架检查鉴定报告：

[2019]501 号[R].四川.成都：江苏方建质量鉴定检查有限公司, 

2019 .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

标准：GB 50068—2001[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3]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

标准：GB 50068—2018[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140



彭敏等 

 

[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5]贾斌，赖伟，魏明宇.防屈曲技术在某网架加固工程中的应用[J].

建筑钢结构进展,2017,v.19;No.99(04):98-104. 

[6]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2019[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141



第十届钢结构进展国际会议（ICASS’2020） 

2022 年 08 月 21-23 日—中国·成都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2020YJ0323 

第一作者：李慧，男，1982年出生，正高级工程师。 

Email：316369094@qq.com 

通信作者：高文君，男，1985 年出生，讲师，博士。 

Email：gao@swjtu.edu.cn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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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了一种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通过使用钢构造替换梁柱核心区域，梁端使用夹板拼

接的方式，有效降低预制段长度，便于运输及快速装配，同时借助钢板塑性变形和钢板间摩擦耗散地震

能量，实现高延性、高耗能、震后易修复的目的。为掌握节点的抗震性能，制作了两个 1:2 缩尺梁柱节点

构件，包括一个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构件和一个作为对比的现浇梁柱节点构件，并进行了拟静力

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破坏部位集中在型钢拼接段，有效的降低混凝土损伤，

达到震后破损处易替换修复的设计目的；节点的峰值承载力较现浇梁柱节点提高 6%，延性提高 21%，且

刚度退化速率更慢，拥有较好的抗震性能；受螺栓滑移影响，综合耗能能力较现浇梁柱节点要弱 15%左

右，可尝试通过使用长圆孔、提高界面摩擦力等方式提高节点延性及耗能能力。 

关键词：钢混组合；全装配梁柱节点；拟静力试验；抗震性能 

EXPERIMENTAL STUDY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FULLY ASSEMBLED BEAM-

COLUMN JOINTS

H. Li1, 2, W.J. Gao2*, X. Qi2, T.H. Zheng2, Z. Yang2 and Z.X. Yu2

（1. China Railway First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Xi’an, China 710043； 

2.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031）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fully assembled beam-column joint. 

By replacing the core area of beams and columns with steel structures, the beam ends are spliced 

with splints, which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length of the prefabricated section, facilitates 

transportation and rapid assembly, and dissipates seismic energy by means of plastic deformation 

of steel plates and friction between steel plates to achieve high ductility and high consumption. 

Two 1:2 scale beam-column joint members were fabricated, including a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fully-assembled beam-column joint member and a cast-in-place beam-column joint member for 

comparison, and quasi-static tests were carried out.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ilure parts of 

the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fully assembled beam-column joint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steel 

splicing sec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ncrete damage and achieve the design purpose 

of easy replacement and repair of the damaged parts after the earthquake. Compared with the 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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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lace beam-column joint, the peak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joint is increased by 6%, the ductility 

is increased by 21%, and the stiffness degradation rate is slower, and it has better seismic 

performance. Affected by bolt slip,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dissipation capacity is about 15% 

weaker than that of cast-in-place beam-column joints. It is possible to try to improve the ductility 

and energy dissipation capacity of the joints by using oblong holes and increasing the interface 

friction. 

Key words: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Fully assembled beam-column joints; Pseudo-static test; 

Seismic performance

0  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建筑业的施工方式多以

现场浇筑施工为主[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

发展，这种施工方式已无法满足我国建筑产

业现代化所提倡的低碳环保、节约资源、减

少劳动力投入的需求[2]。为此，近年来国务院

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大力

发展装配式建筑，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3-4]。 

针对不同节点的连接方式，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连接可分为干连接和湿连接[5]。干连接

是指所有构件均在工厂中预制，运送至现场

后通过焊接或螺栓连接等方式进行现场拼装；

而湿连接是指在工厂预制好部分构件，运送

至施工现场后，仍需进行部分湿作业，将各

预制构件连接成整体的方式。湿连接的整体

性和抗震性能相对干连接更好，可达到等同

现浇的程度，但施工现场存在湿作业，受施

工质量影响较大，同时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

装配式建筑建设速度快、建设周期短等优势。

干连接能完全发挥出装配式建筑在施工速度

上的优势，受施工质量影响小，不仅节约了

劳动力且最大程度上减小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对于干连接形式，如果构件间连接出现

松动，对构件及结构的整体性与抗震性能的

影响较大，这也限制了干连接形式的发展与

工程应用。为提高干连接节点抗震能力，使

装配式建筑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与应用，国内

外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

主要研究连接方式有三种，分别是：预应力

连接、焊接连接及螺栓连接。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与日本开展了 PRESSS预应力预制抗震结

构体系的研究，通过试验与有限元分析等方

法，发现预应力的连接方式恢复性强，结构

残余变形小，刚度与强度损失小，但是耗能

能力有所不足，最终结合试验结果，推荐了

四种预应力连接方式[6]。Ersoy 和 Tankut[7]对

跨中采用焊接连接的单榀框架梁的抗震性能

进行了试验研究，分别测试梁跨中顶板、底

板和侧板焊接对框架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

发现焊接节点的抗震性能可等同于现浇梁柱

节点，但未设置侧板时，节点的变形较大，

承载力也会大幅降低。Nakaki和Englekirk[8]提

出了一种柱内预埋延性连杆，通过高强螺栓

和梁端连接件与预制梁形成拼装的新型装配

式梁柱节点，并进行了 2/3 缩尺模型试验。其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延性杆的塑性变形，可

有效耗散地震能量，减轻混凝土构件损伤，

提高节点抗震性能。Kulkarni 和 Sudhakar 等[9]

对四个使用高强螺栓连接的新型钢-混凝土混

合连接梁柱节点的抗震性能进行了非线性有

限元分析，发现增大轴压比可提高节点抗震

性能，但不宜超过 0.3；随板厚增大节点的强

度和耗能能力随之增强，但超过 14mm后对节

点性能的影响不再明显；钢筋延性增强最多

可提高 8%的节点承载力。蔡小宁[10]根据自复

位功能理念，提出了预应力筋加耗能角钢拼

装而成的 PTED节点，并对其进行了低周往复

加载试验。试验发现 PTED节点受地震作用后

损伤集中在角钢上，残余变形小，自复位能

力强，但耗能能力较弱，只有现浇梁柱节点

的 0.4~0.6。在此基础上吕西林[11]和 Cui 等[12]

对角钢耗能型自复位钢筋混凝土多层框架进

行了抗震性能试验研究，证明了结构可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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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较大的摇摆且残余变形较小。李祚华等 [13]

提出一种由梁、柱模块、钢核心区节点模块、

以及阻尼器模块装配而成的装配式 RC 梁柱塑

性可控钢质节点，并对该装配式节点进行拟

静力加载试验。发现相比于现浇梁柱节点，

装配式 RC 梁柱塑性可控钢质节点的耗能能力

更强，延性更好，有效的减轻了混凝土损伤，

实现了梁端的“塑性可控”。李春雨等[14]对

可更换耗能连接的装配式混凝土单榀框架的

抗震性能进行了拟静力试验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耗能构件能使混凝土梁柱保持弹性，

让结构体系在层间位移较大的情况下仍然具

有高承载、高延性及高耗能能力。 

国内外学者通过改善界面连接条件、增

设附加耗能件等各种方式增强节点抗震能力，

使装配式节点与现浇梁柱节点达到大致相等

的抗震承载力，但在节点的延性及耗能能力

方面仍有待堤高，且部分节点构造过于复杂，

不宜于施工与工程推广应用，因此有必要研

发一种构造相对简单、快速装配且具备高延

性、高耗能等特点的装配式梁柱节点。 

为此，本文提出一种钢混组合式全装配

梁柱节点，使用钢构造完全替换节点核心区，

柱与柱、梁与柱之间通过高强螺栓进行拼接，

实现完全干法连接，且便于运输及可快速装

配。梁端使用夹板进行拼接，通过合理控制

拼接部位强度，使拼接处产生塑性铰，降低

了混凝土损伤，震后便于替换，同时借助拼

接钢板的塑性变形和钢板间摩擦，提高节点

延性及耗能能力。本文制作了两个 1:2 缩尺梁

柱节点构件，包括一个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

柱节点构件和一个作为对比的现浇梁柱节点

构件，并进行了拟静力试验，分析了其抗震

性能。 

1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设计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设计及细部

构造如图 1、图 2 所示。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

柱节点主要由预制上柱、预制下柱、预制梁、

拼接夹板及高强螺栓组成。 

预制上柱端头钢构造主体为十字箱型型

钢，内置有十字形加劲肋板，防止十字箱型

型钢翼缘被压弯；与梁连接侧十字箱型型钢

翼缘处焊接 H 型钢，与预制梁进行连接并承

受传递梁端弯矩。预制下柱端头钢构造由底

板及四个L形角钢构成，组成插孔凹槽构造，

便于上部型钢插入后用高强螺栓进行连接。

预制梁端头钢构造由底板及 H 型钢构成，为

保证型钢端头与混凝土梁间的连接可靠，且

不至于打孔过多对底板造成过大的削弱，仅

在底板四角处对应纵向钢筋（即梁四角主筋）

的位置打孔，将四角处钢筋穿过底板后，用

锚固螺栓进行机械锚固，其余纵向钢筋焊接

至梁型钢底板上。预制梁端头与预制上柱端

头外伸 H 型钢通过夹板及高强摩擦型螺栓进

行拼接，通过控制拼接段强度、拼接夹板塑

性变形及摩擦力耗散地震能量，同时控制螺

栓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产生滑移；在遇到中

强震时发生滑移，增强节点延性。 

 

图 1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 

Fig.1 The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fully assembled 

beam-column joints 

 

 

(a) 预制上柱端头钢构造 

 

(b) 预制下柱端头钢构造     (c)预制梁端头钢构造 

图 2 节点细部构造 

Fig.2 Joint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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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概况 

2.1 试件设计 

本文设计了两个 1:2 缩尺梁柱节点构件，

包括一个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构件和

一个作为对比的现浇梁柱节点构件，并进行

了拟静力试验。两个节点构件除构造外其余

参数均相同，两个节点构件尺寸和配筋如图 3

所示。 

 

(a) 现浇梁柱节点 

 

(b)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 

图 3 试件尺寸及配筋 

Fig.3 Dimensions and reinforcement condition of 

specimen 

两个节点柱高 1933mm，柱截面 350mm× 

350mm；梁长 1650mm，梁截面 150mm× 

300mm。节点构件柱主筋直径为 18mm，梁主

筋直径为14mm，箍筋直径均为8mm，钢筋均

采用 HRB400。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构

件梁端翼缘拼接夹板厚度为 5mm，拼接夹板

连接区域上下各有 8个圆孔，圆孔直径比螺栓

直径大 2mm，用于进行高强拼接并给予其相

应的滑移空间；腹板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夹板厚度为 5mm，拼接夹板连接区域共有 6

个 圆 孔 。 梁 端 H 型 钢 型 号 为

200mm×100mm×8mm×12mm，拼接处 H 型钢

之间保留 5mm 间隙，未完全接触，为夹板摩

擦变形及螺栓滑移耗能预留空间，所有钢材

均采用 Q235B。 

试件混凝土材料采用 C40 强度等级商品

混凝土。节点构件加载试验当天进行混凝土

试块抗压强度试验，得到混凝土材料的强度，

如表 1 所示。 

表 1  混凝土材料强度 

Table 1 Strength of concrete materials 

试块 
立方体抗压强

度 fcu/MPa 

轴心抗压强

度 fc/MPa 

弹性模量
Es/MPa 

现浇梁柱节

点 
44.54 21.28 29719 

装配式节点 41.41 19.78 28961 

2.2试验装置及加载方案 

试验装置如图 4所示。主要包括反力钢架、

带铰柱帽、液压千斤顶、作动器及其固定装

置。试件柱底端插入带铰柱帽，并固定于底

部钢梁上；柱上端插入柱帽后，通过液压千

斤顶施加轴力；梁端用夹板和钢棒与作动器

端头固定，通过作动器在梁端施加荷载。根

据设计条件，对柱顶施加 420kN 的轴向荷载，

即轴压比为 0.12。 

加载制度如图 5所示。在试件钢筋屈服前

采用力控制的逐级加载模式，每级荷载循环

一次。当试件屈服后改用位移控制，加载位

移值取为构件屈服时的最大位移值∆y，以∆y

的倍数为级差进行加载，每级荷载循环两次。

当试件产生明显断裂或荷载下降到峰值荷载

的 85%以下时，判定试件破坏。 

 

图 4 试验装置 

Fig.4 Test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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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加载制度 

Fig.5 Specified deflection history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试验现象及破坏形态 

现浇梁柱节点构件的破坏形态如图 6所示。

在试验加载初期，梁端有多条裂缝生成。加

载至 14.5mm 时，靠近梁端位置出现斜向裂缝，

梁端纵筋开始屈服。随后以 14.5mm 为屈服位

移进行位移加载至 29mm时，梁端出现密集的

45°斜裂缝，梁端混凝土开始轻微剥落，开

始形成梁端塑性铰区域。加载至 72.5mm 时，

塑性铰区混凝土开始大面积破坏，梁正面出

现倒三角形混凝土剥落区，箍筋完全暴露。

加载至 87mm时，梁端混凝土碎块鼓起，混凝

土梁破坏，梁内纵筋外漏，节点承载力急速

下降，试验结束。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构件的破坏

形态如图 7所示。构件在加载初期，拼接段无

明显现象，混凝土梁上出现少量细小裂缝。

加载至 10mm时，混凝土梁下部纵筋屈服，同

时下翼缘夹板也接近屈服。随后以 10mm为屈

服位移进行位移加载至 30mm时，上翼缘夹板

出现轻微滑动并开始向上鼓起。加载至 50mm

时，梁上下翼缘夹板均产生明显塑性变形，

随位移加载的推进，夹板进入鼓起-拉伸循环

交替的耗能工作阶段。此时，混凝土梁上生

成新裂缝的数量急剧降低，而旧裂缝的宽度

开始急速增大。此后的多个加载循环步骤中，

节点以拼接夹板的塑性变形和钢板间摩擦来

耗量。加载至 90mm时，上翼缘夹板的中部螺

栓孔孔壁被拉坏，夹板断裂，腹板夹板右下

角的螺栓孔有明显的挤压变形痕迹。加载至

100mm时，下翼缘夹板鼓起量达到15mm，在

中部螺栓孔处夹板被拉断，结构承载力下降

至极限荷载的 85%，判定构件破坏，试验结

束。 

从现浇梁柱节点构件与钢混组合式全装

配梁柱节点构件的破坏模式来看，现浇梁柱

节点形成梁端塑性铰，依靠塑性铰变形耗能，

随混凝土保护层脱落，极限承载力极速降低

而破坏。节点破环主要集中在梁上，柱子未

发生破坏，最终破坏形式为典型的梁弯曲破

坏。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则依靠拼接

夹板的塑性变形与摩擦滑移来耗能，最终破

坏形态为拼接处翼缘夹板被拉坏，预制混凝

土梁部分仅有少量裂缝生成，且无明显扩张，

破坏部位集中在拼接夹板处。梁端钢构造与

混凝土连接段、梁柱核心区型钢连接及上下

柱连接部位均为出现明显的变形或破坏。试

验结果表明，通过合理的设计，诱导破坏区

域，通过更换夹板实现预制梁的替换与再利

用。 

 

a—初始状态                      b—最终破坏形态 

图 6 现浇梁柱节点破坏形态 

Fig.6 Failure form of cast-in-place beam-column joints 

 

 
a—初始状态                      b—夹板破坏形态 

 

c—混凝土破坏形态               d—H 型钢破坏形态 

图 7 装配式梁柱节点破坏形态 

Fig.7 Failure modes of assembled beam-column j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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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滞回曲线 

两个节点构件的滞回曲线如图 8所示。从

图 8(a)可以看出，现浇梁柱节点滞回曲线呈弓

形，形状较为饱满，说明构件的塑性变形能

力较强，具备较好的耗能能力。从图 8(b)可以

看出，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滞回曲线

呈反 S形，反映节点受滑移影响，形状与现浇

梁柱节点出现较大差异。在加载初期，装配

式节点的荷载-位移曲线与现浇梁柱节点保持

着较好的一致性，之后装配式节点拼接夹板

与螺栓之间开始产生滑移，同时翼缘夹板也

开始进入鼓起-拉伸循环交替工作阶段，随荷

载增大，螺栓与螺栓孔壁间进入接触-分离循

环交替，因此，滞回曲线峰值区域出现荷载

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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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现浇梁柱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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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装配式梁柱节点 

图 8 滞回曲线 

Fig.8 Hysteresis curves 

3.3 骨架曲线 

两个节点构件的骨架曲线如图 9所示。在

加载初期，两个节点构件的刚度基本保持一

致。由于梁柱节点核心区位置位于柱反弯点，

正向加载时的承载力较负向加载时要小 9%左

右。达到屈服位移以后，因拼接处螺栓滑移

的原因，相同荷载下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

节点的位移会更大一些，随位移的增大，节

点承载力开始下降，直至螺栓开始顶住螺杆

边缘，承载力再次上升，两者负向加载时的

骨架曲线趋近一致，但在正向加载时，因为

螺栓的滑移和非对称作用，承载力峰值出现

较大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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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骨架曲线 

Fig.9 Skeleton curves 

3.4耗能性能 

节点的耗能能力采用等效阻尼系数 he 来

评判，根据《建筑抗震试验规程》[15]中的规

定，等效粘滞阻尼系数越大，表示滞回曲线

形状越饱满，结构的耗能能力越强。试验过

程中，两个节点构件的等效阻尼系数变化如

图 10 所示。现浇梁柱节点除初始阶段外，等

效阻尼系数均保持增长状态，当达到屈服位

移以后，塑性铰开始生成，等效粘滞阻尼系

数急速上升，然后随混凝土塑性损伤的累积，

增长速度逐渐趋于平缓。钢混组合式全装配

梁柱节点的等效粘滞阻尼系数的增长趋势则

是前期迅速增长，后期则出现反复波动然后

趋于平缓的趋势，这是因为加载前期，装配

式梁柱节点和现浇梁柱节点刚度接近，并且

螺栓还未发生滑移，因此等效粘滞阻尼系数

上升趋势与现浇梁柱节点保持一致，随后因

螺栓的滑移导致滞回环不饱满，且正向加载

时承载力反复波动，因此影响了后期的耗能

效率。装配式梁柱节点最大等效粘滞阻尼系

数为0.26，较现浇梁柱节点的0.29小约10%，

而从平均差值来看，后期两者等效粘滞阻尼

系数的平均差值在 15%左右，由此可知，装

配式梁柱节点的耗能能力较现浇梁柱节点要

弱一些，但差距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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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等效粘滞阻尼系数-位移曲线 

Fig.10 Equivalent viscous damping coefficient- 

displacement curves 

3.5 刚度退化 

两个节点构件的刚度退化曲线如图 11 所

示。从曲线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刚度均随着

位移量的增加而降低，且现浇梁柱节点的初

始等效刚度比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要

高 35%左右。现浇梁柱节点刚度退化主要取

决于加载过程中混凝土的损伤积累和钢筋的

塑性变形，前期刚度退化速度较快，后期较

慢，这是因为试验前期构件损伤发展迅速，

后期损伤发展则开始趋于稳定所致。钢混组

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刚度退化主要取决于翼

缘夹板的屈曲，且节点受益于钢材良好的变

形性能，其刚度退化的速率要小于现浇梁柱

节点，在进入加载后期，翼缘夹板接近断裂

时，二者等效刚度便达到几乎一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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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等效刚度-位移曲线 

Fig.11 Equivalent stiffness- displacement curves 

3.6 延性系数 

两个节点构件的屈服荷载、屈服位移、

峰值荷载、极限位移等特征荷值与延性系数

如表 2所示。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与现

浇梁柱节点的屈服荷载在负向加载时相近，

而正向加载时装配式梁柱节点要小一些。以

正向及负向屈服荷载的均值来看，现浇梁柱

节点正负向屈服荷载的均值为 34.35kN，钢混

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正负向屈服荷载的均

值为 31.85kN，两者的屈服荷载相近，表明二

者拥有相近的初始刚度。随后开始进入塑性

发展耗能状态，从峰值荷载来看，钢混组合

式全装配梁柱节点的峰值荷载为 43.8kN，较

现浇梁柱节点的峰值荷载 41.3kN高出 6%，表

明新型装配式节点可以适量提高节点的承载

力。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的极限位移

比现浇梁柱节点大 10%左右，说明拼接夹板

的塑性变形和摩擦滑移提高了节点延性。钢

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正向加载时延性系

数为 4.4，负向加载时为 3.6，均大于现浇梁柱

节点的最大延性系数 3.4。从正负向加载的均

值来看，装配式梁柱节点延性系数的均值为

4.0，而现浇梁柱节点的延性系数均值为 3.3，

装配式梁柱节点的延性系数均值比现浇梁柱

节点大 21%，表明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

点的延性强于现浇梁柱节点，该装配式节点

能有效的提高节点延性变形能力，有利于结

构的延性设计。 

表 2  特征荷载 

Table 2  Characteristic loads 

节点 

加

载

方

向 

屈服

荷载
𝑓y/kN 

屈服

位移
∆y/mm 

峰值 

荷载
𝑓max/kN 

极限 

位移
∆u/mm 

延

性

系

数
μ 

现浇

梁柱

节点 

正

向 
33.3 27.4 36.8 87 3.2 

负

向 
-35.4 -25.3 -41.3 -87 3.4 

装配

式节

点 

正

向 
26.9 22.6 29.4 100 4.4 

负

向 
-36.8 -28.2 -43.8 -98.9 3.6 

4 结论 

本文对一个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

构件和一个作为对比的现浇梁柱节点构件进

行了拟静力试验，通过试验现象及试验结果

的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通过合理控

制拼接夹板强度，使塑性损伤集中在拼接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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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并通过拼接夹板的塑性变形与摩擦滑

移，提高节点延性的同时能减少混凝土损伤

程度。该节点最终在拼接处翼缘夹板被拉坏

而失效，但预制混凝土梁部分仅有少量裂缝

生成，且无明显扩张，其余钢构造及螺栓均

无明显的损伤，可实现震后破损处替换与再

利用。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峰值承载力

较现浇梁柱节点提高 6%，延性提高 21%，刚

度退化速率较现浇梁柱节点更慢。从滞回曲

线、骨架曲线、耗能能力、刚度退化、延性

系数等方面的分析结果表明，该节点具备较

好的抗震性能。 

钢混组合式全装配梁柱节点通过拼接夹

板的塑性变形和摩擦滑移，一定程度上提高

节点延性，但螺栓滑移也是导致滞回曲线峰

值段出现波动，且不饱满的主要原因。可尝

试增加螺栓滑移空间的同时采用喷砂、改进

垫片等方式增大钢板间摩擦力和螺栓预紧

力，避免过早发生滑移，提高节点耗能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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