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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双曲吊挂桁架施工技术研究 

李斌 1*  姚钊 2  刘军阳 3  郝永鹏 4   王方伟 5  文江飞 6 

(1．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深圳，中国 518000；2．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深圳，中国 518000）

摘要: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博览馆项目吊挂月牙桁架重量大、空间结构复杂、成型效果要求高，传统的施工或

因定位不准，或因施工复杂难以呈现出预期的效果且施工安全程度不高。为解决该问题，施工过程中采用的埋件

板提前预埋工艺、轴 线间单元块体空间三维整体拼装技术、临时支撑措施仿真模拟技术、四面同时相向“隔一

卸一”卸载技术这等主要施工工艺。解决了吊挂钢结构施工过程中桁架定位不准、结构变形大的难题，同时优化

了施工工艺，加快了工程进度，提高了工程质量，降低了成本，产生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推动吊挂钢结构

在场馆类建筑中的进一步应用。 

关键词: 钢结构；悬挂结构；月牙；卸载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large double curved suspension truss 

Li Bin1*, Yao Zhao2 ,Liu JunYang3,Hao YongPeng4,Wang FangWei5 and WenJiangfei6 

（1. China Construction Steel Structure Engineering Co., Ltd, Shen Zhen, China 518000  

2. China Construc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Shen Zhen, China 518000）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steel structure suspension structure system 

of Xi'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Phase II Expo Hall project, the embedded plate 

pre embedding process,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l assembly technology of unit block space between 

axes, the simulation technology of temporary support measures, the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of main keel 

of double-layer shoulder pole hanging three limb combined curtain wall, the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of 

large-scale suspension structure (full glass curtain wall) system of independent suspenders The six main 

construction processes of "one unloading one unloading one" unloading technology with four sides facing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ensure 

the project quality from the on-site installation.  

Keywords: steel structure; suspension structure; crescent; unload 

0  引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钢结构

因其高效的建设速度以及复杂型体的适应性，

近年来在我国公建范畴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其中复杂悬吊结构作为钢结构中较新型的形

式，受力体系符合自然传力原理，满足了人

类对建筑美观及大空间的双重要求，结合全

玻璃幕墙系统，作为外立面具有较强的艺术

表现力，目前在各类场馆建设中得到越来越

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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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博览馆项目位于

西安浐灞生态区灞河之滨，项目总建筑面积

21 万㎡，总用钢量 6.5万吨，是西安市地标性

建筑。项目建筑造型独特，从西安历史地标

建筑钟楼提取造型元素，并以现代的双月牙

造型和外部 172 根装饰吊柱诠释传统大屋檐空

间造型，在方正格局上挥洒古典建筑的神韵，

创造出融合现代和经典、兼具庄重和优雅的

标志性形象。 

图 1 博览馆项目效果图 

Fig.1   Effect drawing of the exhibition hall project 

作为设计亮点之一的悬吊结构，重 2.2 万

吨，上部悬挑桁架由 108榀片式三角桁架及桁

架次杆件组成，最大悬挑值 38m。下部环形

空间管桁架因俯视形状酷似月牙，故得名月

牙桁架，月牙桁架总重约 2000t，通过 172 根

超长月牙吊柱悬挂于屋面悬挑桁架下方。月

牙吊柱最大长度 44.1m，最小长度 32m，截面

Ф600*14mm，为大柔度超长受拉杆。与月牙

吊柱相似，幕墙吊柱同为大柔度超长受拉杆，

与结构楼层边采用滑动销轴连接，但区别于

月牙吊柱，幕墙吊柱采用双肢扁口矩形柱通

过横梁连接而成的梯子形组合吊柱，吊柱外

侧连通上下月牙之间被全透明幕墙玻璃覆盖，

玻璃覆盖面积达 2.6 万㎡。 

图 2 悬吊结构模型图 

Fig.2  Effect drawing of suspension structure 

2  工程特点 

2.1  工期紧，钢结构安装量大 

根据总包单位总体工期安排，悬挂结构

施工工期为 45 天，整体钢结构安装量约 2 万

吨。 本项目悬挂结构分为上悬挑桁架、下月

牙桁架、幕墙吊柱和月牙吊柱，下月牙桁架

通过月牙吊柱和幕墙吊柱吊挂与上悬挑桁 架

上。下月牙桁架为双曲管桁架结构，空间形

态复杂，现场拼装 杆件 1.2 万余件。 

2.2   结构安装精度要求高 

工程月牙桁架和悬挑桁架通过吊柱连接，

月牙吊柱最长 44.1m，幕墙吊柱最长 41.5m，

整个悬挂结构最高约 50m。月牙吊 柱底部作

为月牙桁架主杆件参与月牙桁架内部受力。

幕墙吊柱为玻璃幕墙主龙骨，安装精度控制

直接影响幕墙专业施工。悬挂结 构各处桁架、

吊柱施工环环相扣，最终的施工精度影响即

结构内 力传递，也影响建筑成型外观。 

2.3  施工安全重点危险源多 

悬挂结构施工过程中，最大吊装重量超

过 30t，最大吊装构件长度 46.7m。吊装设备

的吨位大，吊装构件的质量重，两者均为 重

大危险源。且悬挂结构施工时，吊装设备站

位于地下室顶板上。 因此如何保证吊装过程

的安全是施工的重点。 

2.4   焊缝质量控制难度大 

1）下月牙桁架全部为相贯节点，相贯焊

缝焊接顺序如何确 定，是控制本项目施工质

量的重点。 

2）幕墙吊柱与上悬挑桁架、结构楼层连

接全部为销轴节点， 现场焊缝数量多，且几

乎全部为立焊。 

3）悬挂结构高度大，存在大量的高空焊

接。 

3  施工工艺 

3.1   整体施工流程 

考虑本项目悬挂结构桁架和吊柱结构尺

寸无法运输，故选择将所有结构均散件加工

发运至工地，现场地面拼装完成后进行吊 装。

为保证各处构件安装精度，每处结构均设置

嵌补杆件进行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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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施工现场地面拼装场地设置专用

设计拼装胎架，根据分块吊装顺序进行月牙

桁架分块、悬挑桁架和单根吊柱拼装，在 施

工场地内布设标准格构式支撑胎架，然后根

据吊装顺序依次吊 装月牙桁架分块，下月牙

桁架分块安装到位后再安装顶部悬挑桁 架结

构，然后成体系的依次安装幕墙吊柱（上段）

和月牙吊柱， 由中到边逐渐形成整个悬挂结

构体系。 

 

图 3 悬吊结构整体施工流程 

Fig.3  Overal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uspension 

structure 

3.2   回顶支撑施工工艺 

加固范围为：南侧行车路线区域 E～G 交

1～25 轴线地下室顶板对应的混凝土梁，北侧

行车区域 AG～AJ 交 1～25轴线地下室顶板，

加固位置均为混凝土梁跨中位置，加固范围

楼板宽度 18m，长度 216m。如下图： 

 

图 4 地下室顶板回顶加固范围 

Fig.4  Reinforcement scope of basement roof 

加固胎架采用 199*10 圆管，顶、底部使

用预埋件，保护混凝土不受破坏，支撑设计

如下图所示： 

 

图 5 回顶加固支撑措施设计 

Fig.5  Design of reinforcement and support measures for 

roof returning 

 

图 6 地下室回顶照片 

Fig.6  Photos of basement roof returning 

3.3   轴线间单元块体空间三维整体拼装技术 

根据桁架截面形式，按照轴线将月牙桁

架划分为 88 个单元块，从角部开始，每间隔

一个单元块做为整体吊装单元，剩余单元块

为嵌补单元，共计划分为 44 个吊装单元和 44

个嵌补单元。吊装单元在地面拼装成整体后，

通过楼面布设支撑胎架，采用履带吊配合塔

吊四面同步吊装， 分块吊装单元全部就位后，

四面同步由中间向两边开始嵌部单元施工，

直至角部最后一个嵌补单元完成。 

 

图 7 月牙桁架分块图示 

Fig.7  Crescent truss block diagram 

月牙桁架拼装过程中，每个分块单元以

径向主桁架竖向长杆件中心坐标为“0,0,0”

为原点，结构模型高度为设计标高。为方便

现场拼装施工，转换“设计三维坐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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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际控制坐标体系”。本项目中，建模

标高为设计标高，以每个分块单元以径向主

桁架竖向长杆件中心坐标为“0,0,0”，桁架

径向为 y，横(环)向为 x；这样即可由深化模

型中直接查找坐标，通过附加施工预拱即为

安装控制坐标。 

 

图 8 月牙桁架坐标转换 

Fig.8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of crescent truss 

 

月牙桁架杆件连接均为相贯节点，其中

环桁架与下弦杆为 8杆相贯连接，存在多条隐

蔽焊缝。由于杆件较多，现场拼装焊接时若

不按照先后顺序拼装，将会造成隐蔽焊缝无

法焊接，进而会影响结构安全，返工修改，

也会发生巨大的返工费用，更不利于工期。

因此根据杆件相互关联的实际情况分析，形

成一套严格的拼接、焊接顺序，方能保证焊

缝 100%焊接，从而达到设计要求。 

 

图 9 月牙桁架多杆相贯焊接顺序 

Fig.9  Crescent truss multi bar intersection 

 

拼装分块单元由 4 榀径向桁架、3 榀环向

桁架及若干次杆件组成。拼装时，一组作业

班组负责径向与环向单片桁架，以拼装块内

的月牙吊柱嵌入段为基点，先完成含吊柱嵌

入段的径向桁架拼装，随后拼装环桁架。另

一班组负责拼装单元分块，以含嵌入月牙吊

柱中，吊柱预留对接段为基点，先拼装两侧

径向桁架，然后拼装环桁架，最后以散件嵌

补剩余杆件完成分块拼装。 

 

图 10 月牙桁架分块拼装流程一 

Fig.10  Crescent truss block assembly process I 

 

 

图 11 月牙桁架分块拼装流程二 

Fig.11  Crescent truss block assembly process Ⅱ 

3.4   临时支撑仿真模拟施工技术 

利用软件的相容性，将二维平面支撑胎

架布置轴线与三维模型轴线进行轴线坐标点

叠合，控制支撑胎架定位。在结构模型中，

对支撑胎架进行原位 1:1 模型建立，通过细化

顶部工装与结构连接节点，呈现出支撑胎架

与主体结构真实工况，直接输出成图，定量

分析，进行施工 

 

 

图 12 月牙桁架支撑胎架 1:1 模型建立图 

Fig.12  Crescent truss support jig 1:1 model 

月牙桁架分块单元在拼装阶段可能受环

境影响存在拼装杆件偏差。若以月牙桁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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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单元其他部位作为控制点，则拼装偏差可

能累计至月牙吊柱对接点，如采用预留吊柱

端作为安装定位控制点，则可通过分块嵌补

杆件消除拼装偏差对吊柱的影响。同时采用

对角线方法进行定位复测，可避免整体产生

“平行四边形”式定位偏差。 

 

图 13 月牙分块对角定位安装图解 

Fig.13  Block diagonally positioned installation diagram 

 

月牙桁架分块单元嵌补时，可能会产生

焊接收缩变形，以及桁架受温度影响发生变

形。结合月牙桁架整体从中间向两边桁架截

面高度依次递减，杆件截面依次减小特点，

可知月牙桁架在中间部位受焊接变形及温度

影响最小。同时角部悬挑桁架及月牙吊柱在

月牙桁架嵌补完成后安装，可通过后装消化

累计偏差；且角部月牙吊柱长度最长，屋面

悬挑桁架悬挑值最大，偏差消化能力较强。

中间吊柱长度短，悬挑值较小，偏差消化能

力较弱。故整个月牙桁架嵌补杆件采用由中

间向两边的顺序，可减少嵌补焊接变形累计

峰值，同时将累计焊接变形集中至角部，通

过吊柱及上部悬挑桁架安装进行消化。 

 

图 14 悬吊结构安装变形分析 

Fig.14 Analysis of structural installation deformation 

 

3.5   支撑胎架“隔一卸一”技术 

沿月牙桁架四个角向内，将支撑胎架从

角部第一榀记为“卸载胎架”，第二榀记为

“间隔胎架”，第三榀记为“卸载胎架”，

依次类推，将所有胎架分为“卸载胎架”和

“间隔胎架”两种，所有“卸载胎架”为第

一部分卸载胎架，所有“支撑胎架”为第二

部分卸载胎架。卸载时，将第一部分胎架和

第二部分胎架划分批次，每一批次胎架同步

卸载。完成第一部分胎架卸载后，静置观察

24h，再卸载第二部分胎架，最终完成月牙桁

架整体安装及卸载施工。 

 

图 15 支撑胎架卸载划分 

Fig.15 Unloading division of support moulding bed 

 

悬挂结构胎架卸载时，分别每一轴线立

面对应的屋面悬挑桁架端部、月牙桁架端部

布设挠度值监控点。卸载过程中对每一级工

装切割完后进行挠度测量，待胎架顶部工装

全部切割完、桁架底部完全脱离支撑胎架后，

开始对所有屋面悬挑桁架、月牙桁架进行 48

小时的挠度监测；前 24小时，每 4h测量一次；

后 24 小时内，每 8 小时测量一次。 

 

图 16 支撑胎架卸载监测 

Fig.16 Support moulding bed unloading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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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施工安装控制与卸载后成桥线型实

测值，绘制挠度线性图，根据幕墙吊柱实测

线型，进行卸载前和卸载后对比，经分析：

角部及中间差值较大的原因是幕墙吊柱呈通

长型分布，其余部位的吊柱为结构三层断开

位置。角部吊柱设计允许最大挠度为 35mm,

卸载后最大挠度值为 21mm，满足结构设计要

求。 

 

图 17 悬吊结构变形值分析 

Fig.17 Analysis of structural deformation value 

 

图 18 吊挂月牙施工实景图 

Fig.18 Construction reality of hanging Crescent 

4  实施效果 

1）在地下室顶板施工阶段提前介入支撑

胎架埋件预埋，避 免了后植钢筋，大大降低

了施工难度，有效规避了专业交叉风险。 

2）月牙桁架分块拼装过程中，使用建模

软件进行坐标转换， 针对每个分块单独确定

各杆件空间定位坐标，明确杆件拼装顺序， 

每个分块拼装效率提高了至少四分之一，同

时也保证了施工质量。 

3）在钢结构深化模型中建立月牙桁架支

撑胎架，细化了胎 架顶底部节点做法，提高

技术交底可视化程度，有效保障了现场 正确

施工。 

4）使用计算机模拟悬挂结构施工顺序，

确定最契合设计意 图的施工方法，整个悬挂

结构施工过程中，结构内部受力逐渐转 换，

保障了施工过程中的结构安全。 

5）卸载完成后，角部及中间差值较大，

原因是幕墙吊柱呈 通长型分布，其余部位的

吊柱为结构三层断开位置。角部吊柱设 计允

许最大挠度为  35mm,卸载后最大挠度值为 

21mm，满足结构 设计要求。 

5  结语 

本文针对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博览馆

项目钢结构悬挂结 构体系施工过程中使用的

各项施工工艺技术进行了总结，形成了“大

型双曲超长悬挂结构体系施工技术”成果。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钢结构施工团队加强

了可视化技术应用，从前端做实了技术方案，

在保证工期节点的前提下，有效保障了施工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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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李慧 1,2  欧盈 2  高文君 2*  许浒 2  杨曾 2  余志祥 2 

(1．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中国 710043；2．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成都，中国 610031） 

摘要: 设计制作了一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试件及一同尺寸现浇柱试件，完成了两个试件在低周往复荷载

作用下的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最终破坏形态表现为柱底塑性铰区破坏及节点

连接处型钢破坏，其滞回曲线饱满，具有与现浇柱相当的耗能性能；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初始刚度略低

于现浇柱，最终刚度基本与现浇柱趋于一致；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延性系数为 3.1，为现浇柱的 89%，延

性表现较弱。 

关键词:干式连接；预制柱；抗震性能；拟静力试验   

EXPERIMENT ON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PRECAST COLUMN WITH INTERMEDIATE CONNECTION 

H. Li 1,2, Y. Ou 2, W.J. Gao 2*, H. Xu 2, Z. Yang2 and Z.X. Y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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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recast column with intermediate connection and a cast-in-place column of the 

same size were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and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two specimens 

under low cyclic loading was complet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ltimate 

failure mode of the precast column with intermediate connection is the plastic hinge zone fail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column and the steel failure at the joint connection. The hysteresis curve of 

the precast column with intermediate connection is full, and the energy dissipation performance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e cast-in-place column. The initial stiffness of the precast column with 

intermediate connection i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ast-in-place column, and the final 

stiffness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ast-in-place column. The duct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precast column with intermediate connection is 3.1, which is 89 % of the cast-in-place column, 

and the ductility performance is weak. 

KEYWORDS: dry connection; precast column; seismic performance; pseudo-static test 

0 引  言 
装配式结构是指将是将梁、板、柱等构

件通过工厂预制，再运输至现场装配而成的

结构，具有绿色环保、省工省时、安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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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点，开展对装配式结构的研究，可以有

效促进我国建筑工业化的发展[1~2]。节点连接

影响着装配式结构的整体性能，是装配式结

构中的一项重点研究内容，但既有研究主要

集中于梁-柱节点连接，在柱-柱节点连接方面

开展较少[3]。从现有柱-柱节点连接相关研究

可见，多数研究偏于湿式连接节点形式，在

全干式连接节点形式方面开展的研究较少，

且现有的预制柱连接节点构造均较为复杂，

不利于建筑工业化推广[4~14]。基于此，提出了

一全干式螺栓连接节点，将节点位置设置于

柱中，通过螺栓连接上、下预制柱。对采用

该节点连接的预制柱试件开展拟静力试验，

并通过与同尺寸现浇柱试件的试验结果对比，

研究其破坏特征，分析其抗震性能。 

1 试验概况 

1.1 试件设计 

图 1 所示为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试件

（Z1）及现浇柱试件（Z2）的几何截面尺寸

及配筋图，其中，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试件

Z1 的节点连接构造如图 2 所示，节点位置设

置在距柱底 2/3 处，由上、下预埋钢连接件通

过高强螺栓连接完成上下预制柱的拼装。节

点上连接件由上底板与带翼缘的十字型钢焊

接而成，下连接件由下底板与四 L 型等边角

钢焊接而成。上、下底板尺寸均为 350mm×

350mm×15mm，十字型钢翼缘与腹板厚度均

为 5mm，翼缘宽 105mm，L 型等边角钢下肋

板厚度均为 20mm，肢宽 150mm。 

 

(a) 试件 Z1 

 

(b) 试件 Z2 

图 1 试件尺寸及配筋图 

Fig.1 Specimen sizes and reinforcement drawings 

 

上底板

螺杆

下底板
螺母

翼缘

上肋板

下肋板

预制上柱

预制下柱

基础

 

图 2 节点构造 

Fig.2 Joint structure 

 

试件 Z1 中节点连接处所用钢材均为

Q235 钢，螺栓选用 8.8 级摩擦型高强螺栓

M16，依据《钢结构设计规范》[15]，通过专

用扭矩扳手对其施加 80kN 预紧力。浇筑试件

Z1、Z2 时，各预留 3 个混凝土立方体（150

×150×150 mm）试样，采用数显式压力试验

机（YES-2000）进行抗压强度试验[16]，结果

列于表 1 中。 

表 1 混凝土力学性能 

Table 1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ncrete 

试件 
试块

编号 

立方体抗压强度

/MPa 
轴心抗压强度

设计值/MPa 

弹性模量

/MPa 
试验值 平均值 

Z1 

Z1-1 42.95 

45.47 21.72 29931 Z1-2 46.62 

Z1-3 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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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 

Z2-1 40.09 

40.04 19.13 28605 Z2-2 37.47 

Z2-3 42.55 

 

1.2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 3 所示，根据试验环境及

设备条件，基础底部上方采用两个钢梁，通

过地锚螺栓将基础与地面进行固定，侧面则

通过地锚沟槽对柱底侧向位移进行约束，由

此实现基础底部固定约束。试验柱端采用

100t MTS 系统液压伺服作动器施加竖向轴力，

50t MTS 系统液压伺服作动器施加水平往复荷

载。 

 竖向
作动器

水平作动器

试件

反力梁

门架

反力架

 

图 3 试验加载装置 

Fig.3 Test loading device 

循环次数

位移Δ荷载P

屈服荷载P
y

屈服位移Δy

2Δy

3Δy

4Δy

 

图 4 加载制度 

Fig.4 Loading system 

1.3 加载制度 

试验于柱顶垂直方向，依据 0.12 轴压比

施加 595kN 竖向力。水平方向采用力-位移混

合控制的方式施加循环往复荷载，加载制度

如图 4 所示，即从试验加载开始至柱内钢筋

开始屈服时，通过力荷载分级控制，每级循

环一次，直至柱内钢筋开始屈服，由此确定

屈服位移，此后按该位移开始分级控制，每

级循环两次，直至试件破坏严重无法继续加

载时，试验结束。 

2 试验现象及破坏形态 

试件 Z1 破坏过程如图 5 所示。力加载阶

段，荷载加载至 60kN 时，混凝土表面开始出

现少量水平裂缝，主要集中于柱底端侧面根

部，随着荷载的增大，试件 Z1 于两侧沿柱身

自下而上至 830mm 处产生多条水平裂缝，逐

渐贯通，并延伸至正面，由两侧水平向中部

发展，加载至 130kN 时，柱根部纵筋受拉屈

服，屈服位移 17mm，此时柱正面下部裂缝已

呈斜向发展趋势。位移加载阶段，加载至

34mm 时，柱底端侧面根部混凝土开始剥起；

加载至 51mm 时，Z1 试件仍以裂缝发展及混

凝土剥落为主，节点钢构造连接处未产生明

显变化；加载至 68mm 时，近加载端节点连

接处下部钢板与混凝土连接处产生轻微脱离

现象，柱根部混凝土大块脱落；加载至 85mm

时，节点连接处产生摩擦响声，下部钢板与

混凝土连接界面脱离现象明显，钢板中部弯

曲翘起距离达 6mm，左侧翼缘也产生明显屈

曲现象，试件混凝土侧面由底端往上 250mm

范围内混凝土大面积压碎；加载至 102mm 过

程中，节点连接处近加载端纵向钢筋与钢板

连接处焊缝拉断，下部钢板与混凝土表面脱

离，正面与侧面翼缘压屈，试验结束。试件

Z1 最终破坏形态如图 5（d）所示，表现为柱

底塑性铰区破坏及节点连接处型钢破坏。 

试件 Z2 破坏过程如图 6 所示。力加载阶

段，荷载加载至 60kN 时，在柱底端两侧角部

开始出现少量水平裂缝，随着荷载的增大，

于柱身两侧自下而上产生多条水平裂缝，并

逐渐顺水平方向延展呈贯通趋势，加载至

130kN 时，柱底部纵筋受拉屈服，屈服位移

12mm，柱底正面裂缝呈斜向发展趋势。位移

加载阶段，柱正面底部短斜裂缝增多，加载

至 36mm 时，柱侧面底部混凝土开始剥起；

加载至 48mm 时，柱底端混凝土开始局部压

碎；加载至 72mm 时，柱侧面底部裂缝增宽，

箍筋外露且清晰可见；加载至 96mm 时，柱

侧面由底端往上 250mm 范围内混凝土大面积

脱落，距柱脚 400mm 范围内纵筋已全部屈服，

试验结束。试件 Z2 最终破坏形态如图 6（d）

所示，表现为柱底塑性铰区破坏。 

158



李慧等 

 

 

      

a            b          c                                           d 

a-开裂荷载；b-屈服荷载；c-峰值荷载；d-破坏形态 

图 5 试件 Z1 破坏过程 

Fig.5 Failure process of specimen Z1 

  

a            b           c                                          d 

a-开裂荷载；b-屈服荷载；c-峰值荷载；d-破坏形态 

图 6 试件 Z2 破坏过程 

Fig.6 Failure process of specimen Z2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滞回曲线 

图 7 所示为试件 Z1、Z2 的加载全过程滞回

曲线，由图 7 可知，试件 Z1、Z2 滞回曲线整体

形态相近，均较为饱满，具有良好的耗能性能，

曲线的整体走势也几乎一致，在加载初期，试

件处于弹性阶段，荷载与位移近似呈线性关系，

两试件曲线增长速率基本一致；随着荷载增加，

节点开始进入屈服，荷载与位移呈非线性发展

关系，荷载增长趋势逐渐放缓，且卸载后存在

一定程度的残余变形，滞回环面积显著增大；

加载至承载力极限状态后，试件刚度及滞回承

载力开始逐步退化，滞回环面积逐步增大。由

于试验试件在正负向加载上存在损伤影响，故

滞回曲线在正负向加载方向上表现不对称。总

体来看，预制柱试件 Z1 与现浇柱试件 Z2 的屈

服荷载相近，相差不超过 15%，但由于预制柱

在节点连接处上下连接件间存在轻微转动滑移，

预制柱试件 Z1 屈服位移大于现浇柱试件 Z2。

试件 Z1 、Z2 的峰值荷载与极限荷载十分接近，

相差不超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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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预制柱 Z1；b-现浇柱 Z2 

图 7 试件 Z1、Z2 滞回曲线 

Fig.7 Hysteresis curves of specimens Z1 and Z2 

 

3.2 耗能性能 

结构的耗能能力的强弱是评价结构抗震性

能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通过等效粘滞阻尼系

数和滞回耗能大小两方面对其进行评价与研究。

试件 Z1、Z2 的等效粘滞阻尼系数-位移曲线对

比如图 8 所示，根据图 8 可知，预制柱试件 Z1

与现浇柱试件 Z2 等效粘滞阻尼系数-位移曲线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前期加载时，两试件阻尼系

数均呈现为小幅度增长，其中预制试件 Z1 阻尼

系数较大，随着位移的增加两试件阻尼系数均

略有下降，进入屈服状态后，试件耗能增大，

均开始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其中预制柱 Z1

的整体增长速率略大于现浇柱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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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等效粘滞阻尼系数-位移曲线 

Fig.8 Equivalent viscous damping coefficient-displacement 

curves 

 

图 9 所示为试件 Z1、Z2 的滞回耗能-位移

曲线对比，根据图 9 可知，预制柱试件 Z1 与现

浇柱试件 Z2 滞回耗能-位移曲线在滞回耗能大小

及增长趋势上具有较好的吻合性，滞回耗能都

随位移的增加而增大，在前期增长较为缓慢，

屈服后增长迅速。总体来看，预制柱试件 Z1 与

现浇柱试件 Z2 耗能能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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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滞回耗能-位移曲线 

Fig.9 Hysteretic energy dissipation-displacement curves 

 

3.3 刚度退化 

图 10 为试件 Z1、Z2 的刚度退化曲线，根

据图 10 可知，试件 Z1、Z2 在试验加载过程中

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刚度退化，两试件在前

期刚度退化较快，预制柱试件 Z1 前期刚度小于

现浇柱试件 Z2，退化速度也较慢于现浇柱试件

Z2，初始刚度约为现浇柱试件 Z2 的 85%，加载

后期两试件刚度退化逐渐平缓，最后几乎趋于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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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刚度退化曲线 

Fig.10 Stiffness degradation curves 

 

3.4 延性系数 

本文通过位移延性系数（极限位移与屈服

位移之比）来衡量试验试件的延性性能，相关

数据列于表 2 中。由表 2 可知，预制柱试件 Z1

正负向平均延性系数为 3.1，为现浇柱试件 Z2

的 89%，主要是由于预制柱试件 Z1 的屈服位移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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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节点延性系数 

Table 2  Node ductility coefficient 

试件 方向 屈服位移/mm 极限位移/mm μ   μ 

Z1 
正向 18.7 55.1 2.9 

3.1 
负向 15.9 52.1 3.3 

Z2 
正向 14.2 43.6 3.1 

3.5 
负向 15.5 61.1 3.9 

注：μ 为延性系数，μ 为试件正向和负向的延性系数平

均值。 

4 结论 

本文设计制作了一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试

件及一现浇柱试件，并分别对其开展了拟静力

试验，通过对试验现象及试验结果的分析与比

较，得出结论如下： 

（1）在低周往复加载下，中部节点连接预

制柱试件混凝土部分破坏过程与现浇柱试件基

本一致，均在柱底塑性铰区产生明显破坏。预

制柱柱内纵筋与钢板焊接处焊缝拉断，节点连

接处型钢破坏。 

（2）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试件滞回曲线饱

满，具有良好的耗能能力，在滞回耗能、刚度

退化方面均与现浇柱试件无明显差别。 

（3）中部节点连接预制柱试件屈服荷载与

现浇柱试件相差不超过 15%，峰值荷载及极限

荷载与现浇柱试件相差不超过 6%，屈服位移大

于现浇柱试件，在延性表现上不如现浇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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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螺栓连接预制钢筋混凝土墙板用于全干式连接装配式墙板结构体系，该结构体系具有无湿法作业、快速

拆装建设周期短及可重复使用等优点，广泛适用于低多层建筑如铁路站房、工地公务用房、新农村住宅、部队

营房、灾害疫情下的办公房和安置房等，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然而在我国该类结构的抗震设计方法尚未

明确。基于此，开展了足尺拟静力试验对该墙板的抗震性能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墙板构件的滞回曲线、骨架曲

线、刚度退化和耗能能力等关键指标，对该类墙板的力学特征和抗震性能有了初步认识。研究结果表明，螺栓

连接预制钢筋混凝土墙板的裂缝及破坏主要分布在构件 1/2 高度以下区域，墙板与基础接触的底角部混凝土破坏

显著；相比 8.8 级高强螺栓，采用 10.9 级高强螺栓连接的墙板底部与基础接触紧密，墙板耗能效果更好。 

关键词:预制钢筋混凝土墙板；螺栓连接；拟静力试验；抗震性能  

 

 STUDY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BOLT CONNECTION 

PREFABRIC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WALL PANELS  

Z. Yang1, W.J. Gao1*, H. Xu1, Y. Ou1, H. Li1, 2 and W. He3 

( 1.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031; 2. China Railway First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Xi’an, China 710043; 3. Department of Traffic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Sichuan College of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Chengdu, China 618000) 

ABSTRACT: The bolt connection prefabric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wall panels are used in the fully dry-

connected assembled wallboard structure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fabricated wallboard 

structure, this structure has the advantages of non-wet construction, short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recyclable. It is suitable for low-rise buildings such as railway station buildings, buildings for construction 

sites, new rural residences, army barracks, office and resettlement houses under disaster and epidemic 

situation, etc. It has broad market application prospects. However,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is kind 

of wall panels are not clear yet.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wall 

panels is studied by quasi-static test of full-scale specimens. By analyzing the key indicators such as 

hysteretic curve, skeleton curve, rigidity degener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capacity of such wall panels,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is type of wall 

panels is obta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acks and damage of bolt connection prefabr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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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forced concrete wall panel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area below 1/2 heigh. The concrete damage 

at the bottom corner of the wall panel in contact with the foundation is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8.8-

grade high strength bolts. The bottom of the wall panel connected with 10.9-grade high strength bolts is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foundation, and the energy dissipation effect is better. 

Keywords: Prefabric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wall panels; Bolt connection; Quasi-static test; Seismic 

performance

0 引  言 

建筑工业化能够解决建筑工程质量、施

工效率、安全、节能环保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符合我国新阶段经济发展理念，是我国建筑

行业发展的必然途径。装配式建筑作为建筑

工业化的有效载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1]对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装配

整体式剪力墙结构以及多层装配式墙板结构

的结构体系设计进行了明确规定。装配式剪

力墙结构和装配式墙板结构是装配式结构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墙体所在平面内具有

较大的抗侧向刚度，从而具备良好的抗震性

能。上述两种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平板式构

件较多，有利于工厂化和标准化生产[2]。但装

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节点处存在湿作业，影

响施工进度且不利于节能环保。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节点连接可靠度是

影响结构抗震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连接

节点形式主要包括后浇混凝土连接、套筒灌

浆连接、浆锚搭接连接、后张预应力连接以

及螺栓连接等。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仍然采用大量的湿作业，这不能

充分发挥装配式建筑施工效率、节能环保的

优势，因此研究螺栓连接、预应力连接以及

牛腿连接等半干式或全干式连接形式节点的

研究非常有必要。在干式连接节点的研究中，

Shemie[3]提出了在混凝土预制板件中预埋钢板，

再通过螺栓进行连接的方式，研究结果表明，

该系统建造灵活，能很好的适配建筑形状，

并且在地震作用下具有较好的延性变形能力。

凌柯[4]对四片分别采用套筒灌浆连接、焊接连

接、盒式连接、螺栓连接的装配式复合墙体

进行了拟静力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螺栓连接

相对于另外三种连接方式其承载力、刚度略

低，但延性和耗能方面更为优越。孙健等[5]对

一种采用了高强度螺栓和连接钢框拼接的钢

筋混凝土墙板进行拟静力试验，研究结果表

明采用螺栓连接的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具有

良好的延性变形能力，高强螺栓直径及预拉

力对水平接缝内的相对滑移影响较大。陈文

等[6]对分别采用螺栓连接和焊接的两层 1/2 缩

尺干式连接装配式墙体结构模型进行拟静力

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两种连接形式的

装配式墙体结构有较好的整体性和较高的承

载能力，螺栓连接的滞回面积更大，其破坏

模式为底部节点区螺栓周围混凝土的冲切破

坏。但焊接连接形式均为钢预埋件锚固不充

分而突然发生断裂的脆性破坏，所以提高节

点混凝土的抗冲切能力和钢预埋件的锚固能

力是保证结构发生延性破坏的关键因素。朱

晓章[7]及周强[8]提出了一种全螺栓连接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BPC 结构），采用了拟静力试

验的手段，对 BPC 结构节点进行了研究，试

验结果表明，墙体的破坏是墙板底部连接节

点处混凝土的冲切破坏以及侧向连接节点处

混凝土孔壁的承压破坏导致的，而非其余部

位墙身的破坏。既有的研究都表明了以螺栓

连接作为干式连接是可靠的，但也存在诸多

不足。 

本文提出全干式连接装配式墙板结构及

其成套拼装技术——通过采用螺栓连接的方

法实现构件与构件的连接，该结构体系与传

统装配式墙板结构相比，具有无湿法作业、

无临时支撑、建设周期短、可快速拆装及可

重复使用等优点，广泛适用于低中多层住宅、

铁路站房、公共建筑、新农村住宅、部队营

房、恶劣环境下的工地公务用房、灾害疫情

下的办公房和安置房等，具有良好的市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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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景。但目前我国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1]中，对于全干式连接的装配式墙板结

构体系设计尚未说明。 

本文聚焦全干式连接的装配式墙板结构

体系中的螺栓连接预制钢筋混凝土墙板，采

用拟静力试验的方法，对在不同强度高强螺

栓连接下其抗震性能进行了初步研究，为该

结构体系的设计及应用推广提供参考性建议。 

1 试验概述 

1.1  试件设计与制作 

根据我国现行规范——《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10-2010[9]以及参考国内外相

关全装配式螺栓连接墙板设计方法[10]，设计

了一种新型螺栓连接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墙板

（Prefabric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Wall Panel，

简称 PRCWP）。PRCWP 构件外形及墙板与

顶梁、基础的连接示意如图 1所示，单片预制

墙板外轮廓尺寸为 2700mm（高）×900mm

（宽）×120mm（厚），即墙板试件高宽比

为 3:1。墙板设有 10个螺栓孔，其中顶部和底

部各 2个螺栓孔，分别用于顶梁和基础的连接；

两侧各 3个螺栓孔，用于相邻墙板或转角柱的

连接。从受力、施工、节约材料和后期保温

处理等综合考虑，构件外形设计为凹槽形带

肋墙板。考虑全干式连接装配式墙板结构体 

 

图 1 PRCWP 构件示意图 

Fig.1 Diagrammatic drawing of PRCWP 

 

系的墙板与上梁、基础的实际连接形式，与

单片预制墙板对应的制作了顶梁和基础构件，

墙板与顶梁和基础分别通过 2 根 M20 高强螺

栓连接。本次试验制作了两个试件（见表 1），

在尺寸、材料及加载方式相同的条件下，考

察不同强度高强螺栓连接下其抗震性能的影

响。PRCWP-1 试件采用 8.8 级高强螺栓，

PRCWP-2试件采用 10.9级高强螺栓。PRCWP

构件布置单层钢筋网（见图 2）。钢筋等级均

采用 HRB400。纵向钢筋和横向钢筋均为φ8，

在洞口处局部钢筋加密布置外，其余部分均

为 120mm 间隔。带肋处沿厚度方向布置两根

φ12 钢筋，用拉筋连接。混凝土采用 C30 强

度等级的商品混凝土。 

 

图 2 PRCWP 构件配筋图 

Fig.2 Reinforcement drawing of PRCWP 

 

表 1：试件材料强度等级 

Table 1: Strength grade of specimen materials 

试件 
 混凝土强

度等级 

钢筋强度

等级 

高强螺栓强

度等级 

PRCWP-1 C30 
HRB400 

8.8S 

PRCWP-2 C30 
HRB400 

10.9S 

 

1.2 加载制度与量测内容 

试验加载装置如图 3所示，竖向采用千斤

顶通过门式反力架提供轴向压力，水平采用

100 吨级 MTS 伺服作动器施加往复水平荷载。

预制混凝土基础通过顶面放置钢梁并连接地

锚螺栓与地床锚固，并在试件两侧与地槽卡

具间分别放置千斤顶顶住，确保加载过程中

基础不发生水平或竖向位移。 

加载制度如图 4所示。本次试验的加载制

度根据《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52-2012)[11]和《建筑抗震试验规程》

(JGJ/T 101-2015)[12]的相关规定，由预加载和

正式加载两阶段组成。预加载目的在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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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构件连接是否稳固，仪器设备是否正常

工作。正式加载时，首先将液压千斤顶加载

至设计值的 50%，然后卸载，以消除装配间

隙，最后将竖向荷载加至设计值，并保持在

整个试验过程中竖向荷载值不变。水平加载

采用先力控制，后位移控制的加载方式。力

控制阶段每级循环一次。位移控制阶段位移

值取试件屈服时的最大位移值，并以该最大

位移值的倍数为级差，每级循环两次，直至

作动器反力下降到峰值荷载的 85%或试件发

生不适于继续加载的破坏情况，结束试验加

载。 

 

图 3 试验加载装置 

Fig.3 Test setup 

 

 

图 4 加载制度 

Fig.4 Loading system 

 

试验过程中测量 PRCWP构件的荷载及对

应的水平位移、裂缝开展情况、钢筋应变和

混凝土表面应变等。位移计设置于预制混凝

土加载梁端部、预制墙板构件底部、预制混

凝土基础端部等七个点（见图 5）。 

 

 

a 位移计布置示意图              b 位移计安装照片 

图 5 位移计布置 

Fig.5 Arrangement of displacement meters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破坏过程与破坏形态 

PRCWP-1 构件最终破坏形态如图 6 所示，

墙板试件的裂缝主要分布在 1/2 高度以下。加

载初期墙板中下部出现水平弯曲裂缝，随着

加载步骤的推进，裂缝发展至斜向剪切裂缝。

之后，受压侧端角处的混凝土被压坏剥落，

钢筋外露。在60mm水平位移下，墙板与基础

间的连接螺栓发生 9.9mm 的塑性变形，墙板

底面与基础顶面翘起脱离。PRCWP-1 构件的

最终破坏形态为螺栓屈服以及两侧底部混凝

土受压破坏。 

 

 

图 6 PRCWP-1 构件最终破坏形态 

Fig.6 The final failure state of PRCWP-1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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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PRCWP-2 构件最终破坏形态 

Fig.7 The final failure state of PRCWP-2 specimen 

 

PRCWP-2 构件最终破坏形态如图 7 所示，

墙板试件的裂缝主要分布在 1/2 高度以下。由

于螺栓强度更高，加载全过程中墙板与基础

间的连接螺栓并未发生明显的拉伸塑性变形，

墙板底面与基础顶面一直紧贴。加载初期的

裂缝开展情况与 PRCWP-1 构件大致相同，从

水平弯曲裂缝向斜向剪切裂缝延伸，并墙板

底部混凝土开始剥落。PRCWP-2 构件的最终

破坏形态为墙板底部两侧混凝土受压破坏和

底部中间段混凝土斜向受压破坏。 

PRCWP-1和PRCWP-2构件最终破坏形态

如图 8所示。两个试件的墙板与基础连接螺栓

强度存在差异，PRCWP-2 构件的墙板与基础

连接效果更好，变形耗能由墙板本身承担，

相比于 PRCWP-1 构件出现了更多更宽的斜裂

缝，墙板底部混凝土破坏范围更大更明显。 

                 

a PRCWP-1                             b PRCWP-2 

图 8 PRCWP 构件最终破坏形态 

Fig.8 The final failure type of PRCWP specimen 

2.2 滞回曲线与骨架曲线 

在试验过程中，试件随着作动器的加载

会产生相对应的位移，通过收集整个试验过

程中试件的荷载随位移变化的数据，绘制出

滞回曲线。通过分析滞回曲线得出 PRCWP构

件在往复荷载作用下的变形特征、刚度退化

情况以及耗能能力，是确定恢复力模型和进

行非线性地震反应分析的重要依据[13]。 

PRCWP 构件的滞回曲线如图 9 所示。从

PRCWP-1和PRCWP-2构件的滞回曲线可知：

（1）PRCWP-1 和 PRCWP-2 构件加载初期滞

回环呈梭形，随着水平位移的增大，PRCWP-

1滞回环逐渐向“Z形”发展，PRCWP-2滞回

环向“反 S 形”发展。PRCWP-1 滞回曲线有

更加明显的捏缩滑移效应；（2）PRCWP-1

的屈服荷载为 32.78kN，屈服位移为 5.86mm，

PRCWP-2 屈服荷载为 42.35kN，屈服位移为

12.91mm；（3）PRCWP-1 与 PRCWP-2 构件

开裂前，水平荷载和位移基本呈线性关系，

试件处于弹性阶段，位移卸载后基本没有残

余位移。滞回环包络面积（耗能）较小；（4）

随着位移加载幅值的增大，裂缝逐渐开展，

滞回曲线的斜率减小，试件的刚度逐渐退化，

滞回环的包络面积增大，力卸载后开始出现

残余位移；（5）PRCWP-1在加载到 54mm时，

左下侧角部混凝土裂缝扩宽并混凝土剥落，

试件承载力突然下降,从 75.05kN 降到 51.3kN；

（6）PRCWP-2 在加载到-52mm 时，右下侧

角部混凝土剥落，试件承载力急速下降，从-

51.7kN 降到-36.7kN。 

 

 

a PRCW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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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CWP-2 

图 9 PRCWP 构件的滞回曲线 

Fig.9 The hysteresis curve of PRCWP specimen 

 

骨架曲线是将滞回曲线中各级加载第一

次循环峰值点相连后得到的包络线[14]。骨架

曲线反映了结构或构件在加载过程中各个阶

段的受力与变形特征。 

PRCWP构件的骨架曲线如图 10所示。观

察和分析图中 PRCWP构件的骨架曲线可知：

（1）PRCWP 构件的骨架曲线走势在加载初

期基本成直线，表现出弹性特征；（2）

PRCWP 构件开裂后，骨架曲线斜率随着荷载

的增大而减小，试件的刚度逐渐退化，表明

试件进入弹塑性阶段。可以看出正负向刚度

不同，这是加载过程中底角部混凝土的剥落，

两侧受力体制失衡，导致正负向刚度不同；

（3）PRCWP-1 正向峰值 75.05kN，负向峰值

-66.19kN。PRCWP-2正向峰值 61.77kN，负向

峰值-64.18kN。 

 

 

图 10 PRCWP 构件的骨架曲线 

Fig.10 The skeleton curve of PRCWP specimen 

 

2.3 刚度退化 

在拟静力试验过程中，结构或构件由于

裂缝的开展和损伤的增加，在位移相同的条

件下，结构或构件的刚度随循环加载次数的

增多而持续降低的现象被称为结构或构件的

刚度退化[15]。试件刚度可用割线刚度 Ki 来

表示。 

割线刚度 Ki 按式（1）计算。 

Ki=
|+Fi|+|-Fi|

|+Xi|+|-Xi|
           （1） 

其中：+Fi、-Fi 为第 i 次正、反向峰值点的荷

载值；+Xi、-Xi 为第 i 次正、反向峰值点的位

移值。 

PRCWP试件的刚度退化趋势如图 11所示。

由图 11 可知：（1）PRCWP 试件的刚度退化

规律为加载初期刚度较大，随着位移的增大，

刚度迅速退化，进入屈服阶段后，试件刚度

退 化 速 度 有 所 减 缓 ； （2）PRCWP-1 与

PRCWP-2刚度退化曲线很接近。但 PRCWP-1

的刚度退化比 PRCWP-2 稍缓一点。最终

PRCWP-1 最终下降到 0.932kN/mm。PRCWP-

2 刚度下降到 0.596kN/mm。 

 

 

图 11 PRCWP 试件的刚度退化曲线 

Fig.11 The stiffness degradation curve of PRCWP 

specimen 

 

2.4 耗能能力 

根据《建筑抗震试验方法规程》(JGJ/T 

101-2015)[12]试件的能量耗散能力，应以荷

载-位移曲线（滞回曲线）所包围的面积来衡

量，可用能量耗散系数 E 来评价，试件的能

量耗散系数 E 按式（2）进行计算。 

E=
S(ABC+CDA)

S(OBE+ODG)
           （2） 

其中 S(ABC+CDA)为图 12 中滞回曲线所

包围的面积；S(OBE+ODG)为图 13 中三角形

OBE 与 ODG 的面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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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能量耗散系数 E 的确定 

Fig.12 Determination of energy dissipation coefficient 

 

计算得到 PRCWP构件的能量耗散系数如

图 13 所示。由图 13 可知：PRCWP-1 构件能

量耗散系数整体随着水平位移的增大而减小，

但加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波动现象。在加载

初期，螺栓处于弹性阶段，墙板底部未与基

础脱离，能量耗散系数较大，随着水平位移

的增大，出现大量细小裂缝，试件耗能增加，

能量耗散系数开始增大。水平位移到达 18mm

阶段后，螺栓呈现较大拉伸塑性变形，呈现

滑移特征，能量耗散系数渐渐降低。相较于

PRCWP-1 构件, PRCWP-2 构件能量耗散系数

直到39mm位移都处于上升段，能量耗散系数

最大能到达 1.09，耗能能力优于 PRCWP-1 构

件。39mm 后由于混凝土的剥落，钢筋较大的

滑移，能量耗散系数开始下降。 

 

 

图 13 能量耗散对比图 

Fig.13 Comparison diagram of energy dissipation 

coefficient 

3 结论 

本文通过拟静力试验方法，初步研究了

螺栓连接预制钢筋混凝土墙板的抗震性能，

得到如下结论： 

1）螺栓连接预制钢筋混凝土墙板构件的

破坏主要分布在 1/2 高度以下，与基础接触的

底角部混凝土破坏显著。  

2）高强螺栓采用 8.8 级（PRCWP-1 构件）

时，当水平位移加载超过试件屈服位移后，

螺栓开始发生较大拉伸塑性变形，墙板底部

与基础顶面脱离。在后期裂纹的生成速度变

慢，大量的变形集中在底部螺栓的拉伸上。 

3）高强螺栓采用 10.9 级（PRCWP-2 构

件）时，在加载过程中，墙板底部与基础顶

面一直紧密接触，裂纹生成的速度很快。试

件底部中间段混凝土裂纹更多更密，在中部

产生很大的剪切斜裂缝，试件的耗能效果优

于 PRCWP-1 构件。 

4）PRCWP-1 和 PRCWP-2 构件加载初期

滞回环呈梭形，随着水平位移的增大，

PRCWP-1 滞回环逐渐向“Z 形”发展，

PRCWP-2 滞回环向“反 S 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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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档覆冰八分裂导线塔线体系舞动特征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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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建立了多档覆冰八分裂导线塔线体系的数值模型，模拟并研究了覆冰八分裂导线塔线体系分别在不同

参数下的舞动情况。基于现已有的导线动力特性与舞动条件相关研究，研究了连续档塔线体系覆冰八分裂导线在

不同的风速、初始风攻角下的舞动规律、频率特征、振动幅值和舞动轨迹。同时，与无塔连续档导线有限元舞动

结果对比，还对不同塔线悬挂方式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连续档塔覆冰八分裂导线在不同的工况下，舞动情况

有较大的差异，不同工况均会给塔线舞动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覆冰八分裂导线；连续档塔线；舞动特性；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study on galloping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span iced eight-bundle conductor tower-li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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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106; 4.China Aerodynamic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Mianyang, China 

621000; 5. Failure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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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numerical model of multi-span iced eight-bundle conductor tower line system 

is established, the galloping condition of iced eight-bundle conductor tower line system under different 

parameters is simulated and studi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galloping 

conditions of the conductor, the galloping law,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vibration amplitude and 

galloping traces of the iced eight bundle conductor of the tower line system under different wind velocities 

and initial wind attack of angles are studied. Meanwhile, compar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galloping results 

of the tower line system, the different tower line suspension modes are also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alloping situation of multi-span iced eight-bundle conductor tower line system is quite different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which will caus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tower line.    

Keywords: iced eight-bundle conductors; tower line system; galloping characteristics;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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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由于我国地域南北跨度大并且电力资源

分配不均匀，因此在现有输电的基础上，持

续发展了特高压输电技术。这实现了线路输

电能力的提高以及电力系统的互联，也带来

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这项技术仍有

一些问题亟待突破，如特高压输电线路的舞

动问题。舞动问题是由于导线在低温环境下

结冰，致使其截面最终形成一个非对称圆形

的形态，此时在风激励的作用下，输电塔线

体系会产生一定频率的舞动。导线舞动轻则

会损坏导线或其他零部件，重则会带来断线、

倒塔等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所以塔线的舞

动问题应当得到一定的重视与解决。 

严波等[1-2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利用罚函数法约束

子导线，通过非线性有限元法模拟分析覆冰

分裂导线的舞动模式，通过对该舞动模型的

子导线施加不同气动荷载并研究了尾流效应

下导线的舞动模式。胡景[3]则通过有限元软件

进行数值分析，模拟并为梁单元加载气动力

参数，得到环境参数对覆冰四分裂导线线路

结构的影响。严波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运用非线性

有限元法模拟了覆冰四分裂导线的非线性舞

动，当面内模态频率与面外模态频率达到一

定比值时导线会发生内共振。阎东[5]通过计算

特定风速对 D 形覆冰六分裂导线的扰流问题,

得到覆冰子导线在各风攻角下的气动力系数。

周林抒等[6]对覆冰输电线进行数值模拟，得出

了不同的方向阻尼比取值不同并不会对导线

的舞动模式产生影响。刘小会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还分析了连续档覆冰导线在不同档距及不同

档数下的幅值变化。蔡萌琦等[8]利用风洞实验,

获得了扇形覆冰八分裂输电线的节段模型随

风攻角变化的气动力参数。王黎明[9]基于中心

差分的显性直接积分算法，比较了在不同自

然环境下 500 kV 覆冰四分裂导线舞动情况的

数值结果。闵光云[10]考虑了弯曲刚度、两种

不同动张力简化方法对导线舞动数值结果的

影响。Ding[11]基于输电导线的气动力特性和

舞动特性，并与孤立档导线相比，分析了多

档导线在不同风速、档距、冰形以及跨度下

的舞动模式、频率特性、振幅和舞动轨迹。 

目前尚缺乏特高压连续档覆冰八分裂导

线塔线体系舞动特征的相关研究。采用风洞

试验和真型线路模拟的方法较为困难。因此，

本文主要采用了非线性有限元法，针对 1000 

kV 特高压两塔三档输电线路段，建立包括杆

塔、分裂导线、地线、间隔棒和绝缘子串等

塔线耦合体系中精细的有限元构件，模拟导

线舞动情况并得出数值结果，分析结果对舞

动过程中塔线的安全性评估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 

1  塔线体系有限元模型 

以一段三档两塔 1000kV 八分裂导线塔线

体系为对象，如图 1 所示。线路各档距均为

200m，高差 11m，以型号 8×LGJ-400/50 输电

线为对象，导线的直径为 30mm，八根子导线

两两间隔约为 400mm。用于限制子导线间相

互运动的间隔棒平均重量为 8.5kg，型号为

FJZ-400。线路段中两座输电塔分别为直线塔

和耐张塔，直线塔高 89m，耐张塔高 109m。

杆塔由圆形钢管组成，材料 Q235、Q345，杨

氏模量 2.06×105MPa，泊松比 0.3，密度

7.8kg/m3。 

 

 

图 1 多档覆冰八分裂导线塔-线耦合有限元模型 

（档距：200m） 

Figure 1 Mlti gear icing eight bundle conductor tower 

line coupling finite element model (span: 200m) 

 

本文以连续多档覆冰八分裂导线塔线体

系为研究对象，建立相关的“两塔三档”特

高压输电塔线体系模型，图 1为建立的输电塔

线体系有限元模型模型示意图，并且为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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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各个导线间互不干扰并且更加接近特高压

输电线的真实工作情况，在其上相同的间隔

距离安装了间隔棒作为导线分隔配件。并为

了模拟最自然的情况，在导线上添加了厚度

为 12mm 的新月形覆冰，其初始凝冰角度为

60°。在有限元模型中，为了研究不同类型

杆塔的影响，分别由耐张塔和直线塔支撑起

塔线的整体结构，并且约束住相应位置处导

线的自由度。在此次数值模拟的过程中考虑

了输电塔对于整个试验的影响，导线与间隔

棒以及间隔棒和绝缘子通过固定连接。而在

绝缘子串与输电塔的连接中，在连接处约束

三个空间方向的位移，同时释放三个转动自

由度的约束，线路的两端也对导线的三个空

间方向的位移进行约束，而释放三个转动自

由度的约束。这样做的目的是力求最接近输

电线路在安装过程中最真实的衔接状态。为

了更好地研究多档导线舞动特征，分别模拟

了 200m 档距线路在不同参数下的舞动特性。 

根据关于特高压多分裂输电线有限元模

型的分析以及各种工况的选择[12-16]，最终

确定下来采用单元长度为 0.5m 的情况能够同

时满足分析的精度要求。子间隔棒为了简化

采用的是正八边形的框架结构来模拟的，从

而避免了因为异形造成的角度问题。悬垂放

置的绝缘子串和间隔棒则是采用空间梁单元

来模拟其工作情况。本文采用了以下两个假

设和等效：（1）将覆冰情况设置成均匀的

12mm 厚度的常见新月形冰全段覆盖；（2）

将新月形冰的受力情况等效成为圆形截面。

在以上两种理想的等效情况下，此次的模拟

数据更加有效和可靠。表 1中说明了模型中导

线的各种力学参数，基于所给定的力学参数

再进行下一步的数值计算。其中 EA 为轴向刚

度，GI 为扭转刚度，μ为单位长度质量，J 为

单位长度转动惯量，H为导线所受的水平张力。 

表 1 覆冰导线的物理力学参数 

Table 1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iced 

conductor 

EA 

(×106N) 

GI 

(Nm2/rad) 

μ 

(kg /m) 

J 

(×10-4kg 

m) 

H 

(×103N) 

31.7 1057 1.733 2.69 32.19 

2  线路的动力特性分析 

为了分析覆冰导线舞动变化特性，首先

应当对导线的动力特性进行分析。得到档距

为 200m 的三档线路，振动方向分别为垂直、

水平和扭转三个方向的低阶模态和固有频率。

图 2 为档距为 200m 的三档覆冰八分裂导线的

典型低阶模态图，其模态及对应频率汇总的

低阶固有频率值如表 2 中所列。 

 
f=0.237 Hz                   f=0.472 Hz                  f=0.727 Hz 

a—水平 

 
f=0.245 Hz                   f=0.473 Hz               f=0.720Hz 

b—垂直 

 

f=0.319Hz                  f=0.517 Hz                f=0.767Hz 

c—扭转 

图 2 三档 200m 覆冰八分裂导线低阶模态 

Fig. 2  Low order mode of 200m icing eight bundle 

conductor in third gear 

 

表 2 三档 200m 连续档覆冰八分裂导线低阶固有频率 

Table 2 Low order natural frequencies of three 200m 

continuous iced eight bundle conductors 

振动方

向 

振动模

态 

频率（Hz）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垂直 

单半波 

(伪基波) 
0.389 0.245 0.245 

双半波 0.475 0.472 0.488 

三半波 0.737 0.727 0.736 

水平 

单半波 0.239 0.237 0.250 

双半波 0.478 0.473 0.496 

三半波 0.713 0.720 0.747 

扭转 

单半波 0.368 0.319 0.401 

双半波 0.514 0.517 0.538 

三半波 0.774 0.767 0.795 

从图 2 与表 2 均可以看出，在连续档塔线

体系中，随着频率增大，导线波数增加，即

导线舞动特征与模态和固有频率有关。通过

对比分析三档各种形势振动频率，第一档中

垂直振动频率偏大，原因归结于在该档导线

一端约束了三个位移自由度，并在另一端与

耐张塔连接，该段导线在横向张力的作用下

使得振动频率更加剧烈。对比 Ding[11]的模态

结果，发现连续档塔线体系的垂直、水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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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扭转频率相比较低。原因是为模拟真实的

塔线体系的接触关系，本文模型中引入输电

塔，以及在模型中导线两端释放了空间上三

个方向上的扭转自由度，导致整个模型刚度

降低，振动频率降低。 

3 冰导线舞动特征分析 

3.1   模型风载荷 

本节主要目的是对连续档覆冰导线舞动

的特征进行初步分析。首先对线路的舞动特

性进行了理论分析。覆冰导线在风荷载作用

下，不仅会产生阻力作用，还会伴随一定的

升力和扭转舞动，因此导线的风致振动是一

个比较复杂的耦合过程。作用于导线上的阻

力 FD、升力 FL和扭矩M等相关气动载荷相关

的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 ρ 为空气密度；U 为风速；d 为覆冰

子导线的直径。CD(α)为阻力系数，CL(α)为升

力系数，CM(α)扭矩系数，气动力系数均与风

攻角 α有关，风攻角的定义如下： 

 

式中 θ为覆冰导线的扭转角度、R为导线

半径、�̇�为扭转角速度以及�̇�为垂直方向上的

速度。本文计算中采用风洞试验测得的气动

系数随风攻角变化的数值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 

绝缘子串上风荷载标准值计算式为: 

 

式中：W0 为基准风压标准值。μz 为风压

高度变化系数；μs为体型系数；Ai为绝缘子串

受风压面积计算值 。 

作用于输电塔上的塔体风荷载 Ws 计算式

为: 

 

式中:βz 为高塔风荷载调整系数；As 为构

件受风压面积，风振系数计算式为： 

 

式中: ξ 为脉动增大系数;  ε1 为考虑风压脉动及

风压高度等影响系数；ε2 为振型、结构外形

影响系数。 

3.2    舞动频谱特性分析 

首先对风速 8m/s时档距 200m三档覆冰八

分裂导线的舞动过程进行相应的数值模拟。

图 3表示的是 C相导线每档中点的位移时程曲

线。由图 3以及模拟所得的数据可知，各档导

线舞动基本达到稳定，同一时刻各档的舞动

位移都不相同，有些许差异。而整体状态来

看，其中垂直位移略大于水平位移，并且垂

直与水平方向的振动均较为明显。另外，线

路中各档导线的舞动幅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垂直位移第三档最大，但扭转角中间档最大。

与 Ding[11]的结论相比较，由于释放三个转动

自由度的约束，导线的水平振幅与导线扭转

角度远大于被约束住六个自由度的模型结果，

同时垂直振幅略微偏大。 

 

a—第一档中点位移时程 

 

b—第二档中点位移时程 

 

c—第三档中点位移时程 

图 3 风速 8m/s 时 C 相导线每档中点位移时程 

Fig. 3 Displacement time history of the midpoint of each 

gear of phase C conductor at the wind speed of 8m/s 

研究舞动防治技术的重要体现是导线的

舞动模式和频率特性。现通过各子导线的位

移响应频谱来分析舞动的振动模态和频率特

性。图 4 为根据图 3 的数据进行数值分析得到

的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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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档中点频谱图 

 

b—第二档中点频谱图 

 

c—第三档中点频谱图 

图 4 风速 8m/s 时 C 相导线每档中点频谱图 

Fig. 4 Mid point spectrum of phase C conductor in each 

gear at 8m/s wind speed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档中点的垂直振动

中出现的低价振动形式为伪基波，而非单半

波，频率接近 0.389Hz，其余两档振动频率分

别对应表 2 中第一阶固有频率 0.245Hz，即此

时导线舞动形态仍以单半波为主。在水平方

向上，三档的振动频率亦分别接近对应其低

阶固有频率 0.239Hz、0.237Hz、0.250Hz。由

于在连续档导线两端释放三个扭转方向的自

由度，由图中 4可以明显看出发生了剧烈扭转，

其中在三档扭转频谱图中均出现了多个峰值，

表明激发了导线在扭转上的多阶振动，但均

接近扭转低阶固有频率。各档响应具有相同

频率特性。结果表明，考虑杆塔影响后导线

舞动响应频率特性变得复杂，但振动模式不

变。 

4 不同参数对连续档塔线体系线路舞动

的影响 

4.1   导线不同悬挂方式对舞动的影响 

本节研究覆冰八分裂导线舞动在导线采

用不同悬挂方式条件下的舞动情况。在本模

型中将导线与塔身的连接方式设置为如下两

种不同的状态：第一档与第二档之间的导线

与输电塔采用耐张法相接，而第二档与第三

档之间则采用直线法悬挂导线。采用耐张法，

输电塔可以承受一部分导线的横向张力；而

直线法则是采用绝缘部件直接进行悬挂，不

可以承受横向张力，两种具体的悬挂方式示

意图如图 5所示。以风速为 8m/s，初始风攻角

度为 60°的典型工况为例，A 相的三个档位

的中点处导线舞动情况分别如图 5 所示。 

         

(a)耐张法                                       (b)直接法 

图 5 导线悬挂方式示意图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wire suspension mode 

 

a—垂直位移  

 

b—水平位移 

 

c—扭转 

图 6  覆冰八分裂导线不同档位舞动情况 

（风速为 8m/s，初始风攻角为 60°） 

Figure 6 Galloping of iced eight bundle conductor at 

different gears (the wind speed is 8m/s, and the initial 

wind attack angle is 60 °) 

从模拟所得的结果来看，第二档导线的

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最大。因此可以得出结

论：导线的悬挂方式会对导线舞动产生影响，

且采用直线法悬挂的方式会产生振幅相对较

大。再进行导线舞动情况的的横向对比会发

现，导线的水平振动位移较为均匀，而垂直

振动位移则出现了断层式的运动轨迹，运动

较为不均匀、不稳定，发现不同的悬挂方式

对其影响并不明显。对比图 3 结果发现，A 相

处于塔线体系中受风载荷较大位置，导线水

平振幅明显增大，舞动振幅与扭转角度更让

不稳定。 

4.2   风速对舞动的影响 

风速对导线的影响是所研究的所有参数

中，对导线舞动最直接、最明显的因素之一。

风荷载一般是通过影响导线的气动力参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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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导线的舞动状态，而不同的风速对其造

成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本节主要就是结合前

期研究成果所得出的一些数据结果[17-23]，

来对风速的影响进行研究。进行数值模拟，

分别计算了风速为 4m/s 时与风速为 8m/s 时且

初始风攻角为 60°的情况下，200m 三档覆冰

八分裂导线的舞动响应，并将二者进行对比。

得到的导线舞动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是在两种不同风速下各相导线中点位

移处的振动情况。从表 3 与图 7 反应出来的情

况来看，因为尾流的干扰导致各子导线的气

动载荷不同，因而覆冰八分裂各子导线振动

的幅值明显不同。 

 

表 3 风速 8m/s 覆冰八分裂导线各档中点舞动幅值 

Table 3 Mid point galloping amplitude of iced eight 

bundle conductor at each gear with wind speed of 8m/s 

风速 相 振幅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4m/s 

A 
垂直位移(m) 2.04 2.70 1.99 

水平位移(m) 1.02 1.69 1.25 

B 
垂直位移(m) 2.14 2.56 2.69 

水平位移(m) 1.25 1.55 1.43 

C 
垂直位移(m) 1.99 2.66 1.75 

水平位移(m) 1.17 2.35 1.01 

8m/s 

A 
垂直位移(m) 7.64 9.56 7.51 

水平位移(m) 7.67 3.45 7.47 

B 
垂直位移(m) 7.96 10.07 9.64 

水平位移(m) 6.61 7.41 9.21 

C 
垂直位移(m) 9.09 10.08 8.35 

水平位移(m) 7.74 7.41 6.56 

 

 

a—各相中点位移轨迹图 

 

b—C 相各档位移轨迹图 

图 7  8m/s 时导线位移轨迹图 

Fig. 7 Trace diagram of conductor displacement at 8m/s 

同时风速对导线的振动幅度与轨迹有很

大的影响。当风速从 4m/s 增加到 8m/s 时，舞

动振幅均明显增大。在不同风速下，由于连

接方式不同，同一相位的第二档垂直振幅最

大。 

值得注意的是各档的水平位移基本小于

垂直位移，且各档的轨迹图主要为椭圆形，

可以说明振动形势以垂直方向振动为主。但

在 C 相各档位移轨迹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档

的舞动轨迹呈 8字形，因此水平振幅略大于垂

直振幅。第三档舞动轨迹虽然呈现的是椭圆，

但相比第二档轨迹更加紊乱。 

4.3 初始风攻角对舞动的影响 

线路舞动的振幅和形态也取决于受到的

风荷载与导线轴线的夹角，即初始风攻角。

本次模型还模拟了不同的初始风攻角下导线

的舞动情况。选取了两个典型风攻角：30°、

60°作为具体的研究参数。并且选取风速分

别为 4m/s 和 8m/s 时中点处导线舞动情况做对

比，所得到的导线舞动情况如图 6 所示。 

 

a—风速为 4m/s，初始风攻角为 30° 

 

b—风速为 4m/s，初始风攻角为 60° 

 

c—风速为 8m/s，初始风攻角为 30° 

 

d—风速为 8m/s，初始风攻角为 60° 

图 8 不同风速与不同初始风攻角下导线的舞动情况 

Figure 8 conductor galloping under different wind speeds 

and different initial wind attack angles 

从上述舞动振幅可以看出，初始风攻角

对导线的振动影响较大。分别对比风速为

4m/s和 8m/s时初始风攻角为 30°和 60°的幅

值差距明显，特别是当风速为 8m/s 时，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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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风攻角到 60°，导线的振动幅度明显增

大。利用 Den-hartog 理论[20]与本次数据模拟

情况相结合，可以得出初始风攻角在 60°范

围内线路可能发生舞动，且初始风攻角为也

是导线舞动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5  结论 

本文通过非线性有限元法模拟分析了特

高压输电线路塔线耦合体系的舞动情况。运

用控制变量法对导线的悬挂方式、风速、初

始风攻角等参数下的舞动特性并进行了对比

与分析。最终基于线路的舞动特征，分析了

线路的运动模式、频率特性、振动幅值和轨

迹得到如下结论： 

1）风速对特高压输电线的舞动起到了较

大的影响，随着风荷载输入能量增大，线路

舞动变得更加剧烈，垂直位移出现多处峰值。 

2）研究考虑输电塔线耦合体系后，由于

线路两端约束的自由度减少，塔线体系振动

形式更加紊乱，激发了导线产生多阶振动。 

3）根据 Den-hartog 理论和研究结果表明，

初始风攻角对线路舞动影响也较为显著，风

攻角在 60°附近线路最可能发生大幅值舞动。 

4）导线与塔体的不同连接方式也会对输

电导线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直线法连接的

导线垂直舞动幅值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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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我国已采用 Q355 钢材替代 Q345 钢材。作为一种新型钢材，有必要对其火灾后的

残余力学性能展开研究。对 200 至 900℃高温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后国产 Q355 钢材的力学性能进行试验研究，

获得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应力-应变曲线和力学性能参数，对比分析 Q355 钢材与 Q235、Q460 和 Q690 钢材

高温后力学性能的变化规律，建立不同冷却方式下 Q355 钢材力学性能参数随温度变化的数学模型。结果表明：

Q355 钢材在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方式下具有不同的表观特征和破坏模式；温度低于 600℃时 Q355 钢材力学参数

受温度和冷却方式的影响小；温度超过 600℃后 Q355 钢材力学性能参数随温度和冷却发生改变而发生显著变

化，自然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弹性模量均随温度升高而减小，伸长率却随温度升高而增

大；温度超过 600℃后 Q355 钢材经浸水冷却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弹性模量和伸长率却随

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基于试验结果，建立不同冷却方式下 Q355 力学性能参数随温度变化的数学模型，为火灾后

Q355 钢结构安全性评估提供参考。 

关键词：Q355 钢材；高温；力学性能；冷却方式；数学模型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post-fi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omestic 

Q355 steel after cooling from high temperature  

C.T. Zhang1,2, H. Li 3, W. Yu2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chuan Mianyang 

621010, China;  

2. Shock and Vibration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Sichuan Mianyang 

621010, China; 

3. College of Civil and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xi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standard required Q345 steel was replaced by Q355 steel on February 1, 2019. 

As a new type of steel, it wa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post-fi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Q355 steel.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was undertaken to research the post-fire residu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Q355 

steel. Tensile coupon tests were performed on specimens after experiencing 8 preselected temperatures. 

Both air cooling and water-cooling methods were considered, and the residu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such 

as stress-strain curves, yield strength, ultimate strength, elastic modulus, and ultimate elongation were 

obtained for Q355 steel.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ost-fire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of Q355 steel fo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cooling methods. When the temperature was 

lower than 600℃,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s and cooling method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Q355 

steel was negligible. However, when the temperature was higher than 600℃, temperatures and cooling 

methods exerted a distinct influence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Q355 steel. After air cooling, the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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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 tensile strength, and elastic modulus of Q355 steel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but the ultimate elongatio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After water cooling, the yield 

strength and tensile strength of Q355 steel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while the elastic 

modulus and ultimate elongatio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Furthermore, the predictive 

equations were proposed to determine the post-fire material properties of Q355 steel for cooling in air and 

cooling in water, which would provide the fundamentals for appropriate post-fire evaluation of Q355 steel 

structures. 

Keywords: Q355 steel; High temperature; Mechanical property; Cooling method; Predictive equations 

0  引  言 

为了与欧盟标准中的 S355 钢材对应，我

国标准 GB/T 1591-2018《低合金高强钢结构》

规定从 2019 年 2 月 1 日起采用 Q355 钢材替

代 Q345 钢材。Q355 钢材与欧盟 S355 钢材力

学性能相近，中国规范给出的 Q355 钢材相关

力学性能指标有利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基础建设中大量使用我国钢材。腐蚀和高温软

化是钢材在结构工程常见的两大缺陷。随着火

灾温度增加钢构件的稳定性逐渐丧失，火灾后

钢构件的残余力学性能亦会随遭受的温度和

灭火方法不同而不同[1-3]。火灾后钢材残余力学

性能除了与遭受的火灾温度和灭火方法有关，

还受到钢材强度等级、化学成分、制作工艺等

因素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高温中或高温后钢材

的力学性能展开了大量研究，发现钢材的承载

能力和变形性能会因温度或冷却方式不同而

发生明显变化。Outinen 等[4,5]采用静力拉伸试

验对 100~700℃高温中 S355 和 S420M 钢材的

力学性能展开了研究，建议了相应耐火设计方

法。丁发兴  [6]、张友桔 [7]和陈建锋 [8]等对

200~1000℃高温自然冷却或浸水冷却后 Q235

钢材的力学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发现

600~700℃是 Q235 钢材力学性能发生改变的

临界温度。低于此临界温度时钢材力学性能受

冷却方式和温度影响小。超过此临界温度后钢

材经高温自然冷却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随

温度升高而减小，伸长率却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浸水冷却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却随温度升

高而增大，伸长率则随温度升高而减小。Amin

等[9]对 20~600℃高温中超高强度钢的力学性

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将试验结果与美国和澳大

利亚规范提供的经验公式计算结果进行了对

比分析，发现高温中超高强钢的强度退化规律

与低碳钢和高强钢不同，高温中超高强钢的强

度会快速下降。Wang 等[10]通过静力拉伸试验

对 300~900℃高温后 Q460 钢材的力学性能进

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温度超过 700℃后钢材力

学性能受冷却方式和温度的影响明显。浸水冷

却后抗拉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加，最大增加幅

度为 18%，但是伸长率却随温度升高而减小，

最大减小幅度为 26%；自然冷却后抗拉强度和

屈服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减小，最大减小幅度分

别 27%和 18%，伸长率则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最大增幅为 32%。Qiang 等[11,12]对 S460 和 S690

钢材在 450℃和 550℃高温状态下的力学性能

参数进行了试验研究，对比分析了欧美、澳大

利亚和英国规范中各类钢材抗火设计的相关

规定。Lu 等[13]对 G20Mn5N 和 G20Mn5QT 铸

铁在 100℃~1000℃高温后的力学性能进行了

试验研究，发现 700 ℃是 G20Mn5N 和

G20Mn5QT 铸铁力学性能发生改变的临界温

度。温度低于 700℃时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基

本保持不变，温度高于 700℃后温度和冷却方

式对力学性能影响显著；空气自然冷却后屈服

强度和抗拉强度最多分别减小了 20%和 13%，

浸水冷却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最多分别提

高了 28.6%和 14.8%。Li 等[14]对高温后 Q690

高强钢材的力学性能展开了试验研究，发现

700℃为 Q690 高强钢力学性能发生改变的临

界温度，力学性参数随温度和冷却方式的变化

规律与 Wang[10]的研究结果相似；同时，Li 等
[15]通过稳态拉伸法对 Q550 钢材的高温力学性

能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超过 300℃后钢

材强度和弹性模量均随温度升高而降低，伸长

率却在 450℃后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综上所述，Q235、Q460 和 Q690 等钢材的

力学性能均会受温度和冷却方式影响而发生

不同程度的变化。虽然部分钢材的力学性能受

温度或冷却方式的影响规律相似，但是由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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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化学成分、强度等级和生产工艺等因素影响，

导致不同钢材受温度或冷却方式的影响程度

又存在明显差异[6,10,14,16]。国产 Q355 钢材替代

Q345 钢材后将在实际工程中得到大量应用，

有必要对其高温后的力学性能展开系统研究。

因此，本文通过升温、冷却和静力拉伸试验对

高温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后国产 Q355 钢材的

力学性能进行试验研究，分析两种冷却方式下

温度对 Q355 残余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建立

关键力学性能参数、火灾温度和灭火方法之间

的数学模型，为火灾后 Q355 钢结构的安全性

评估和维修加固提供参考。 

1 试验概况 

1.1 试验试件 

试验选用国内某厂家生产的 Q355 低合金

高强结构钢板材，钢板厚度为结构工程中常用

厚度 3mm，化学成分见表 1。按照文献[17,18]

中相关规定确定出试件形状及几何尺寸，如图

1 所示。根据测试温度及高温冷却方式的不同，

设置了 15 组试验工况，每组 3 个试件，共计

需加工 45 个试件。常温下 Q355 钢材的初始力

学性能参数见 2。 

表1 Q355钢材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Q355 steel 

成分  Si Mn P S Ni Cr Cu 

含量/% 0.2 0. 5 1.6 0.03 0.03 0.3 0.3 0.4 

表2 Q355钢材材料性能 

Table 2 Material properties of Q355 steel 

组别 
屈服强度 

fy /MPa 

抗拉强度 

fu /MPa 

弹性模量 

ET /GPa 

伸长率 

δ / % 

1 434.00 546.00 213.18 28 

2 452.00 556.00 215.45 32 

3 440.00 551.00 214.48 28 

均值 442.00 551.00 214.37 29 

 

图 1 试件几何尺寸（单位：mm） 

Fig. 1 Dimensions of specimens (mm) 

1.2 试验设备 

试验在工程材料与结构冲击振动四川省

重点实验室完成。高温加热采用图 2a 所示电

阻炉完成，最高加热温度为 1000℃。静力拉伸

试验由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完成，拉

伸速率控制范围为 0.05~100mm/min，最大试验

力为 300kN。为准确测得钢材拉伸过程中的应

变，试验同时采用型号为 YYU-25/50 的电子引

伸计和粘贴应变片进行应变数据采集，如图 2b

所示。 

  

（a）高温炉 （b）引伸计 

图 2 试验设备 

Fig. 2 Test equipment 

1.3 试验过程 

本次试验主要分为升温加热、冷却和静力

拉伸三部分。首先，将 Q355 钢材在高温炉内

进行升温加热，加热温度预设为常温（20℃）、

200℃、400℃、500℃、600℃、700℃、800℃

和 900℃八个等级，升温速率为 13~20℃/min，

达到预设温度后试件在高温炉内恒温 0.5h 达

到均匀受热。然后，模拟实际火灾中的灭火方

式对高温试件采用空气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

两种方式进行冷却；空气自然冷却是将高温试

件直接放置于大气环境中待其自然冷却，浸水

冷却是将高温试件直接浸泡于水中进行冷却；

将两种方式冷却后的试件进行编号和放置 24h，

并观察试件表观特征的变化情况。最后，在试

件中部粘贴应变片和固定电子引伸计，对冷却

后的试件进行静力拉伸试验获得应力-应变关

系曲线及相关的力学性能参数，拉伸速率为

1mm/min[17]；再与常温条件下 Q355 钢材的应

力-应变关系曲线和力学参数进行对比分析，研

究高温后 Q355 钢材力学性能的变化规律。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表观特征 

Q355 钢材在高温后、拉伸过程中及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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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表观特征，如图 3 所示。自然冷却和浸

水冷却方式下，随温度升高 Q355 钢材表面碳

化程度增加致使钢材表面颜色逐渐加深变黑，

甚至出现表皮剥离脱落。温度高于 600℃时现

表皮剥落现象较明显，特别是浸水冷却时表皮

剥落更为严重。静力拉伸过程中试件变形亦随

温度升高而不同，温度低于 600℃时试件拉伸

变形与未经高温加热的原始试件拉伸变形基

本相同，但是温度超过 600℃后试件在拉伸过

程中出现表皮剥落而产生大量铁屑。试件自然

冷却后的拉伸变形随温度升高而明显增加，断

裂声却逐渐减弱；试件浸水冷却后的拉伸变形

随温度增加而减小，断裂声却逐渐变得短而响。

两种冷却方式下试件拉伸断裂前均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颈缩”现象，断裂位置亦在标距范围

内，破坏时多为斜向断口。另外，温度超过 600℃

后，浸水冷却方式下试件断裂后的残余长度明

显小于自然冷却的残余长度。

   

（a）a-200℃ （b）a-200℃-加载中 （c）200℃-加载后 

   
（d）a-800℃ （e）a-800℃-加载中 （f）800℃-加载后 

图 3 高温后 Q355 钢材拉伸破坏形态 

Fig. 3 Tensile failure Morphology of Q355Steel after high temperature 

 

（a）自然冷却 

 

（b）浸水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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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0/600℃ 

 

（d）700℃/900℃ 

图 4 高温后 Q355 钢材应力-应变曲线 

Fig. 4 Post-fir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Q355 steel for 

experiencing various temperature levels 

2.2 应力-应变曲线 

Q355 钢材从高温水冷和自然冷却后的应

力-应变关系曲线，如图 4 所示。高温和冷却方

式均对Q355钢材的应力-应变曲线产生了明显

影响。自然冷却方式下，Q355 钢材的应力-应

变关系曲线存在明显屈服平台和强化段，钢材

承载和变形能力随温度升高呈先增加后减小

的变化趋势；400℃高温后应力-应变曲线的屈

服平台最高，承载和变形能力达到最大，但是

温度超过 400℃后应力-应变曲线的屈服段和

强化段下移，承载和变形能力随温度升高而降

低；温度超过 600℃后屈服强度和最大承载力

均小于常温条件下的试验值。浸水冷却方式下，

随温度升高Q355钢材应力-应变曲线的屈服平

台逐渐消失，承载能力逐渐增加但变形能力却

随之降低；800℃和 900℃高温后应力-应变关

系曲线均无明显屈服平台；当温度超过 600℃

后，承载随温度升高而显著增加，但变形能力

却随之下降。同时，图 4c、d 表明相同温度条

件下Q355钢材应力-应变曲线亦随冷却方式不

同而发生变化。温度不超过 600℃时，自然冷

却和浸水冷却对应力-应变曲线影响小；但是温

度超过 600℃后，浸水冷却明显比自然冷却方

式下获得的应力-应变曲线的屈服平台或强化

段高，最大承载力亦因浸水冷却而显著增加。 

2.3 力学性能参数 

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力学性能参数及

折减系数见表 3。其中，fy,T、fu,T、RT、ET和 δT

分别表示 Q355 钢材经温度 T 加热冷却后的屈

服强度、抗拉强度、屈强比、弹性模量和伸长

率。例如，δ200 则表示 200℃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伸长率。为了形象描述高温及冷却方式

对 Q355 钢材各力学性能参数的影响情况，表

3 亦给出了高温冷却后钢材的力学性参数值与

常温条件下钢材初始力学性能参数值的比值。 

 

表 3 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力学性能参数及折减系 

Table 3 Mechanical property parameters and reduction system of Q355 steel after high temperature cooling 

温度/℃ 编号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屈强比 弹性模量 伸长率 

fy,T/MPa fy,T/ fy,20 fu,T/MPa fu,T/ fu,20 RT= fy,T/ fu,T RT/ R20 ET /GPa ET/ E20 δT/% δT/δ20 

20 am-20 446.44 1.00 554.30 1.00 0.81 1.00 208.856 1.00 29 1.00 

200 
a-200 422.89 0.95 536.67 0.97 0.79 0.98 208.266 1.00 29 0.99 

w-200 455.85 1.02 562.74 1.02 0.81 1.01 209.385 1.00 30 1.03 

400 
a-400 499.85 1.12 598.97 1.08 0.83 1.04 209.851 1.00 29 1.00 

w-400 449.45 1.01 556.22 1.00 0.81 1.00 211.073 1.01 31 1.07 

500 
a-500 481.63 1.08 577.56 1.04 0.83 1.04 210.172 1.01 30 1.03 

w-500 482.82 1.08 581.33 1.05 0.83 1.03 212.882 1.02 30 1.03 

600 a-600 474.29 1.06 567.93 1.02 0.84 1.04 210.242 1.01 31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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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结果分析 

3.1 屈服强度 

Q355 钢材的应力-应变曲线有明显屈服平

台时，取屈服平台的下屈服点作为屈服强度；

若Q355钢材的应力-应变曲线无明显屈服平台

时，取 0.2%残余变形对应的应力值为屈服强度。

基于此方法，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屈服强

度及折减系数见表 3。温度低于 600℃时，相同

温度条件下冷却方式对屈服强度的影响小，两

种冷却方式下屈服强度均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400℃时屈服强度最大，比初始屈服强度增加

了 12%。温度超过 600℃后，冷却方式对钢材

屈服强度的影响随温度增加而逐渐明显，自然

冷却后屈服随温度增加急剧减小，而浸水冷却

后屈服强度却随温度升高而明显增加。700℃

时，自然冷却后屈服强度减小了 6%，浸水冷

却后屈服强度增加了 6%；但是当温度升高到

900℃时，自然冷却后屈服强度减小了 36%，

而浸水冷却后屈服强度却增加了 36%。 

同时，为了研究 Q355 与其他强度钢材在

高温冷却后力学性能变化规律的差异，通过文

献调研获得了 Q235、Q460 和 Q690 钢材高温

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后的力学性能参数值。图

5 给出了高温冷却后 Q355 和其他钢材的屈服

强度随温度和冷却方式的变化曲线。高温冷却

后 Q355 与其他钢材屈服强度的变化规律大致

相似，冷却方式对钢材屈服强度影响显著。自

然冷却方式下，温度小于 400℃时 Q355 钢材

的屈服强度增加幅度明显低于其余钢材；400℃

~600℃时 Q355 钢材屈服强度增加值却高于其

余钢材；温度超过 600℃后各钢材的屈服强度

随温度增加而逐渐下降，Q355 钢材明显比

Q235 和 Q460 钢材的屈服强度下降快，但却低

于 Q690 钢材屈服强度的变化速率。浸水冷却

方式下，温度小于 500℃时各类钢材屈服强度

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是温度超过 500℃后

Q235、Q355 和 Q460 钢材的屈服强度均随温

度升高而增加，而 Q690 钢材的屈服强度却随

温度升高而降低；温度超过 800℃时，Q235、

Q355 和 Q690 钢材的屈服强度随温度升高而

增加，但温度超过 700℃后 Q460 钢材的屈服

强度却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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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浸水冷却 

图 5 高温冷却后 Q235、Q355、Q460 和 Q690 钢材的

屈服强度折减系数 

Fig. 5 Comparison of reduction factor of yield strength 

among Q235, Q355, Q460 and Q690 steel fo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w-600 453.33 1.02 552.89 1.00 0.82 1.02 213.061 1.02 33 1.15 

700 
a-700 419.63 0.94 514.81 0.93 0.82 1.01 196.136 0.94 33 1.13 

w-700 473.11 1.06 571.19 1.03 0.83 1.03 198.167 0.95 29 0.99 

800 
a-800 349.56 0.78 460.29 0.83 0.76 0.94 192.129 0.92 37 1.26 

w-800 511.58 1.15 616.37 1.11 0.83 1.03 185.722 0.89 27 0.92 

900 
a-900 286.11 0.64 430.78 0.78 0.66 0.83 174.429 0.84 44 1.55 

w-900 608.26 1.36 724.12 1.31 0.84 1.04 169.287 0.91 15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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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抗拉强度 

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抗拉强度及折减

系数见表 3。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后钢材抗拉

强度与屈服强度的变化规律相似。温度低于

600℃时，两种冷却方式下 Q355 钢材的抗拉强

度均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400℃时自然冷却后抗拉强度最大增加了 8%，

600℃时浸水冷却后抗拉强度最大增加了 5%。

然而，温度超过 600℃时，两种冷却方式下

Q355 钢材抗拉强度变化规律却截然相反，自

然冷却后抗拉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减小，浸水冷

却后抗拉强度却随温度升而快速增大。同时，

温度越高冷却方式对抗拉强度影响越明显，

700℃时自然冷却后抗拉强度减小了 7%，浸水

冷却后抗拉强度却增加了 3%；900℃时自然冷

却后抗拉强度减小了 22%，浸水冷却的抗拉强

度却增加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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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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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浸水冷却 

图 6 高温冷却后 Q235、Q355、Q460 和 Q690 钢材的

抗拉强度折减系数 

Fig.6 Comparison of reduction factor of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among Q235, Q355, Q460 and Q690 steel fo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高温冷却后 Q355 及其他钢材的抗拉强度

随温度和冷却方式的变化曲线，如图 6 所示。

自然冷却方式下，温度低于 400℃时 Q355 钢

材的抗拉强度变化小，400℃~600℃时 Q355 钢

材抗拉强度的增幅均大于其他钢材，温度超过

600℃后 Q355 钢材抗拉强度的减小幅度小于

Q690钢材，但却明显大于Q235和Q460钢材。

浸水冷却方式下，温度低于 600℃时 Q355 钢

材及其他钢材的抗拉强度均变化较小，温度高

于 600℃后 Q355 钢材及其他钢材的抗拉强度

均随温度升高而增大，除文献[7,14]中 Q690 和

Q235 钢材抗拉强度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外，

Q355 及文献[7,10]中 Q235 和 Q460 钢材抗拉

强度的规律大致相同。 

3.3 屈强比 

钢材强度储备常用屈强比是屈服强度与

抗拉强度的比值来表示。本次试验中两种冷却

方式下， Q355 钢材的遭受高温冷却后的屈强

比及折减系数见表 3。自然冷却后屈强比在温

度较低时无明显变化，但温度超过 600℃后屈

强比随温度增加而减小，900℃高温后屈强比

降低了 17%；浸水冷却后屈强比无明显变化，

变化幅值未超过 4%。由此可见，高温后 Q355

钢材的屈强比随冷却方式不同而发生改变。 

图 7 给出了高温后 Q355 和其他强度钢材

屈强比随高温和冷却方式的变化曲线。空气自

然冷却和浸水冷却方式下， Q355 钢材与其他

钢材屈强比的变化规律大致相似。空气自然冷

却方式下屈强比随温度增加逐渐减小；浸水冷

却后除 Q460 和 Q690 钢材的屈强比在 800℃

时出现骤减外其他钢材的屈强比均未发生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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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浸水冷却 

图 7 高温冷却后 Q235、Q355、Q460 和 Q690 钢材屈

强比 

Fig.7 Comparison of ratio of yield strength to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among Q235, Q355, Q460 and Q690 

steel fo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3.4 弹性模量 

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弹性模量及折减

系数见表 3，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方式下 Q355

钢材弹性模量的变化规律相似。温度低于 600℃

时，温度和冷却方式对弹性模量影响小，最大

变化幅度为 2%；温度超过 600℃后 Q355 钢材

的弹性模量随温度升高而降低，900℃时自然

冷却和浸水冷却方式下弹性模量分别减小了

16%和 9%。 

图 8 所示给出了两种冷却方式下 Q355 钢

材弹性模量随温度增加的变化曲线。空气自然

冷却方式下，温度低于 600℃时冷却方式和温

度对各类钢材弹性模量无明显影响，温度超过

600℃后 Q355 和文献[7，8]中 Q235 的弹性模

量都呈现出随加热的温度增加而减小。浸水冷

却方式下，钢材弹性模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仅文献[10]中Q460钢材在遭受 400℃加热和冷

却后的弹性模量升高了 8%和遭受 900℃加热

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弹性模量降低了 9%外，其

余各类钢材弹性模量的波动范围均在 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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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浸水冷却 

图 8 高温冷却后 Q235、Q355、Q460 和 Q690 钢材的

弹性模量折减系数 

Fig. 8 Comparison of reduction factor of elastic modulus 

among Q235, Q355, Q460 and Q690 steel fo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3.5 伸长率 

伸长率是试件拉伸断裂后原始标距伸长

量与原始标距之比的百分率，是衡量材料变形

能力的重要参数。表 3 给出了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伸长率及折减系数。温度低于 600℃

时，冷却方式和温度对 Q355 钢材的伸长率影

响小，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方式下伸长率的变

化幅值未超过 3%和 7%；但是温度超过 600℃

后，自然冷却方式下伸长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浸水冷却方式下伸长率却随温度升高而急剧

减小。600℃时，自然冷却后伸长率增加了 6%，

浸水冷却后伸长率增加了 15%；但是当温度升

高到 900℃时，自然冷却后伸长率迅速增加了

55%，而浸水冷却后伸长率却急剧减小了 58%。 

图 9 给出了两种冷却条件下 Q355 钢材的

残余伸长率随火灾温度增加的变化规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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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和浸水冷却条件下，Q355 钢材与其他种

类钢材高温后残余伸长率的变化相似。被加热

温度低于 600℃时各类钢材的伸长率变化较小；

温度超过 600℃后冷却方式对各类钢材的伸长

率影响显著，自然冷却后钢材伸长率随温度升

高而增大，浸水冷却后伸长率却随温度升高而

减小。温度超过 600℃后 Q355、Q460 和 Q690

钢材的伸长率均随温度升高而急剧增大，尤其

是 Q690 增加了 143%；浸水冷却后 Q355、Q460

和 Q235 钢材的伸长率随温度升高而逐渐减小，

但是 700℃时 Q690 的伸长率才达到最大增幅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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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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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浸水冷却 

图 9 高温冷却后 Q235、Q355、Q460 和 Q690 钢材的

伸长率折减系数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reduction factor of ultimate 

elongation among Q235, Q355, Q460 and Q690 steel fo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综上所述，火灾高温和冷却方法对 Q355

钢材的关键力学性能均存在明显影响。温度低

于 600℃时，温度和冷却方式对 Q355 钢材力

学性能参数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温度超过

600℃后，自然冷却方式下 Q355 钢的屈服强度

和抗拉强度随温升高加而减小，伸长率却随温

度升高而增大。与之相反，温度超过 600℃后，

浸水冷却方式下 Q355 钢材的屈服强度和抗拉

强度却随温度升高而增大，伸长率则随温度升

高而减小。由此可见，600℃为 Q355 钢材力学

性能参数的临界温度，这与已有研究中Q235、

Q460 和 Q690 钢材的热处理临界温度为 600℃

~700℃相吻合。 

 

(a) 浸水冷却—900℃ 

 

(b) 自然冷却—900℃ 

图 10 Q355 钢材高温冷却后金相分析 

Fig. 10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of Q355 steel after 

cooling from high temperatures 

高温冷却后各类钢材力学性能参数受浸

水冷却的影响明显高于自然冷却，这是由于钢

材在水中远高于在空气中的冷却速率。高温冷

却速率过快会对钢材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一

方面，高温后钢材的冷却速率高于马氏体转变

的临界速率后钢材内部组织会出现马氏体（图

10a），致使材料脆性增加；另一方面，高温后

冷却过快会使碳原子的扩散速度降低和铁素

体含量减少，引起铁素体作为软相转移应力的

能力减弱，应力集中则由硬相承担，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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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提高。高温后钢材在空

气中自然冷却时，冷却速度缓慢，材料内部生

成了大量塑性较好的奥氏体（图 10b），所以

会引起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降低。此外，温度

和冷却方式对各类钢材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

亦不完全相同，究其根源在于加工工艺和化学

成分并不相同。 

4 数学模型 

前已述及，高温冷却后各类钢材力学性能

参数随温度和冷却方式的变化规律受到了钢

材加工工艺和化学成分的影响。因此，现有

Q235、Q460 和 Q690 钢材力学参数随温度和

冷却方式变化的数学模型并不适用于 Q355 钢

材，为了对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力学性能做

出准确评估，基于上述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

力学性能参数的变化规律建立了相关数学模

型。试验结果与建议模型的对比情况，如图

10~13 所示。 

4.1 屈服强度 

高温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后 Q355 钢材屈

服强度的变化表达式，如下： 

（1）自然冷却 

 

y,T 9 3 6 2 4

y

= 2.318 10 +1.758 10 -0.170 10

0.981 20 900

f
T T T

f

T

     

  ℃ ℃
   (1a) 

（2）浸水冷却 

 

y,T 12 4 9 4 6 2

y

4

=5.72 10 -8.151 10 +3.611 10

-4.254 10 1.01 20 900

f
T T T

f

T T

  



  

   ℃ ℃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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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屈服强度试验值与数学

模型计算值对比 

Fig. 11 Comparison between proposed equations and test 

data of yield strength of Q355 steel fo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4.2 抗拉强度 

高温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后 Q355 钢材抗

拉强度的变化表达式，如下： 

（1）自然冷却 

 

u,T 10 3 7 2 4

u

= 8.619 10 +2.994 10 +1.736 10

0.979 20 900

f
T T T

f

T

     

  ℃ ℃     (2a) 

（2）浸水冷却 

 

u,T 12 4 9 3 6 2

u

4

=5.134 10 -7.186 10 +3.091 10

-3.753 10 1.0103 20 900

f
T T T

f

T T

  



  

   ℃ ℃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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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抗拉强度试验值与数学

模型计算值对比 

Fig. 12 Comparison between proposed equations and test 

data of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of Q355 steel fo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4.3 弹性模量 

高温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后 Q355 钢材弹

性模量的变化表达式，如下： 

（1）自然冷却 

 

10 3 7 2 4T = 7.801 10 +6.141 10 -1.028 10

1.0002 20 900

E
T T T

E

T

     

  ℃ ℃
   (3a) 

（2）浸水冷却 

 

12 3 7 2 5T =-5.317 10 +3.941 10 -2.507 10

0.998 20 900

E
T T T

E

T

    

  ℃ ℃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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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弹性模量试验值与数学

模型计算值对比 

Fig. 13 Comparison between proposed equations and test 

data of elastic modulus of Q355 steel fo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4.4 伸长率 

高温自然冷却和浸水冷却后 Q355 钢材伸

长率的变化表达式，如下： 

（1）自然冷却 

 

9 3 6 2 4T = 1.991 10 +2.797 10 -8.717 10

1.039 20 900

T T T

T

d

d

     

  ℃ ℃
   (4a) 

（2）浸水冷却 

 

12 3 6 2T =-4.615 10 +4.842 10 -0.00117

1.0534 20 900

T T T

T

d

d

  

  ℃ ℃
    (4b) 

0 200 400 600 800 1000
0.4

0.6

0.8

1.0

1.2

1.4

1.6

 Test data-cooled in air 

 Test data-cooled in water 

 Equation for cooling in air

 Equation for cooling in water

d T
 /
 d

T / ℃  

图 14 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伸长率试验值与数学模

型计算值对比 

Fig.14 Comparison between proposed equations and test 

data of ultimate elongation of Q355 steel fo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5  结论 

本文通过试验对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

力学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的表观形貌变化

显著。随加热温度增加试件表面出现明显的碳

化现象，颜色逐渐加深变黑，表皮剥落现象亦

越严重；随温度升高浸水冷却后钢材脆性破坏

特征增加而自然冷却后延性破坏特征明显。 

2）温度和冷却方式对 Q355 钢材的应力-

应变关系曲线有较大影响。自然冷却条件下，

钢材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均有明显屈服平台；浸

水冷却条件下，当温度超过 700℃后应力-应变

关系曲线的屈服平台消失。 

3）高温冷却后 Q355 钢材力学性能发生明

显变化的临界温度为 600℃，低于此临界温度

时 Q355 钢材力学参数受温度和冷却方式的影

响较小，屈服强度和弹性模量的变化幅度均未

超过 10%。 

4）温度超过 600℃后 Q355 钢材力学性能

参数随温度和冷却发生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

自然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和弹性模量均随温度升高而减小，伸长率却随

温度升高而增大，900℃时高温自然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弹性模量

分别减小了 36%、22%和 16%，伸长率增加了

55%；温度超过 600℃后 Q355 钢材经浸水冷却

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弹

性模量和伸长率却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900℃

时高温自然冷却后 Q355 钢材的屈服强度和抗

拉强度和弹性模量分别增大了 36%和 31%，弹

性模量和伸长率依次减小了 8%和 45% 

5）对高温自然冷却或浸水冷却后 Q355 钢

材的力学性能进行评估分析时，可参考式（1）

~式（4）进行相应力学性能参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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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受压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屈曲数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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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限元分析具有众多优势，如不受时间、空间影响，同时有限元分析成本较低，且可开展大量参数化分

析。轴心受压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可能发生畸变、局部、整体屈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屈曲。通过有限元研

究不锈钢柱承载力性能时，不同屈曲模态的有限元分析模型不尽相同，现有研究中有限元模型建立存在一定随意

性，这将影响分析结果。为此，本文针对轴心受压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有限元模型中的单元选择、初始几何缺

陷及冷加工开展系统研究，为不锈钢柱的屈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不锈钢；卷边 C形截面；初始几何缺陷；数值模型；屈曲 

NUMERICAL MODELS OF STAINLESS STEEL LIPPED CHANNEL 

COLUMN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M.H. Chen 1*, S.G. Fan 2, J.J. Liu 1, D. Li 1, G.M. Yu 3 and X.Y. Song 1  

（1. China Academy of Building Research, Beijing, China 100013 

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Jiulonghu Campus, Nanjing, China 211189 

3.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 Beijing, China 100038） 

ABSTRACT: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not being affected by time and space, 

whil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s less expensive and can perform parametric analyses. Axial compression 

lipped channel stainless steel columns may exhibit distortional, local, and global buckling, and the 

associated buckling between them. When studying the bearing capacity performance of stainless steel 

columns by finite element,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s of different buckling modes are not the same, 

and there is a certain arbitrarines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which will affect the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element selection, initial 

geometric imperfection and cold working in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axial compression lipped 

channel stainless steel column,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buckling of stainless steel columns. 

KEYWORDS：Stainless steel; Lipped channel column; Initial geometric imperfection; Numerical model; 

Buckling

0 引  言 

不锈钢具有造型美观、易于维护、耐腐

蚀性好、力学性能良好和全寿命周期成本低

等特性[1]，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不锈钢早期在建筑工程中主要作为装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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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随着不锈钢材料研究的深入，不锈钢

设计规范的修订与完善，不锈钢在建筑结构

工程中的应用受到业主和建筑师的青睐，已

从围护构件拓宽到梁、柱及空间网架等结构

构件。 

在不锈钢的研究中，试验研究[2-7]和数值

分析[7-11]是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试验研究能

为研究提供直观感受、现象及数据，同时试

验研究时验证有限元分析正确与否的重要手

段。但试验研究也有其不足，如耗时、耗力，

同时研究成本较高。因此，单独通过试验研

究不锈钢柱的性能存在一定困难。 

有限元分析具有众多优势，如不受时间、

空间的影响，同时有限元分析成本较低，且

可开展大量参数化分析。因此，试验研究的

不足可采用数值分析手段来弥补，以补充更

充分的数据。 

轴心受压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可能发

生整体、畸变、局部屈曲，以及它们之间的

相关屈曲。通过数值分析方法研究卷边 C 形

截面不锈钢柱性能时，不同屈曲模态的有限

元分析模型不尽相同，且有限元模型中的单

元选择、初始几何缺陷、材料本构模型、冷

加工效应对分析结果影响较大。而现在缺乏

统一的规定，有限元模型的建立具有随意性，

这会造成一定的分析误差。 

为提高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有限元分

析模型的准确性，本文对卷边 C 形截面不锈

钢柱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包括单元选择、

材料本构模型、初始几何缺陷幅值及分布模

式、冷加工效应对不锈钢柱性能的影响，以

减少因有限元分析模型差异造成的误差。 

1 不锈钢材料本构模型 

不锈钢材料本构模型是影响不锈钢柱承

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在有限元模型中扮

演重要角色。常用的不锈钢应力-应变关系曲

线详见式（1）[12]，式中应变硬化系数 n 和 m

分别由式（2）和（3）[13]确定。已有研究表

明式（1）与试验吻合较好，因此本文有限元

分析模型采用该本构模型。 

2 单元选择 

2.1 壳单元 

壳单元具有多样性，其选择会影响到分

析结果。常用 S3R、S4R、S9R5、S8R5 壳单

元的积分点分布见图 1 所示。S3R 单元作为通

用壳单元，但要求划分较小单元；S4 的稳定

性较好，适用范围广；S9R5 为超参元，在接

触模拟中，如果必须使用二次单元，应选择

S9R5 单元；S8R5 为减缩积分壳单元，在小变

形薄膜弯曲问题中能给出精确解。 

         

（a）S3R 单元    （b）S4R 单元 

        

（c）S9R5 单元     （d）S8R5 单元 

图 1 数值积分中壳单元积分点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shell element integration points in 

numerical integration. 

2.2 试件承载力 

为探讨单元对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承

载力性能的影响，分别采用不同单元分析不

锈钢柱承载力并与试验对比分析，如图 2所示。

图中 S4R5、S8R5、S4、S4R 及 S9R5 分别表

示试验试件承载力试验值（PT）与有限元分

析中采用相应单元获取的承载力数值（PFE）

的比值（PT/PFE）。 

 

图 2 试件承载力的试验值与有限元值的比值分布 

Fig. 2 The ratio of the test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pecimen to the finite element result. 

 

由图 2 可见：S4 明位于其他单元上方；

不同单元获取的PT/PFE存在差异性，表明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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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形截面不锈钢柱有限元分析模型中单元的选

择会影响承载力分析结果。 

2.3 试件荷载-轴向位移曲线对比 

图 3 为试件 C140×60×15×2.0-A（纵）
[2]的荷载-轴向位移曲线，图中 S4（10）为采

用 S4 壳单元，单元最大网格为 10mm×10mm

计算得到的结果；S4（20）为采用 S4 壳单元，

单元最大网格为 20mm×00mm 计算得到的结

果，其他单元类推。 

 
（a）S4 单元 

 
（b）S4R 单元 

 
（c）S8R5 单元 

 
（d）S9R5 单元 

图 3 不同单元对应的试件荷载-轴向位移曲线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specimen load-axial displacement 

curv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shell elements. 

由图 3可知：S4、S4R壳单元容易受到网

格尺寸影响，稳定性较差，曲线在荷载下降

段出现分离，且随着位移增加偏离呈增加趋

势；S8R5 壳单元几乎不受网格影响，具有很

好稳定性；S9R5 几乎不受网格的影响。 

综上分析可知：S9R5 壳单元的稳定性优

于其他单元，但是缺乏便捷性。因此，从稳

定性角度判断，S9R5 为首选单元；从便捷性

角度判断，S4R 单元较佳。 

3 初始几何缺陷 

有限元分析模型中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引入初始几何缺陷：（1）采用特征屈曲分析

获取的屈曲模态作为初始几何缺陷的分布模

式；（2）对构件施加荷载或位移以使构件具

有一定的缺陷变形；（3）通过测量建立实际

模型。 

方法一的便捷性和通用性强，在不锈钢

柱分析中应用广泛；方法二中的荷载或位移

施加较难掌控；方法三的精确性高，但建模

过程比较困难。本文的有限元分析模型借鉴

方法一的方式引入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的

初始几何缺陷。 

3.1 局部和畸变屈曲初始几何缺陷 

3.1.1 经验法 

经验法中初始几何缺陷分别针对截面腹

板和截面翼缘[14]，若卷边 C 形截面腹板宽厚

比不大于 200 且截面厚度小于 3mm，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的初始几何缺陷幅值可按（3）

或（4）确定；若卷边 C 形截面翼缘宽厚比不

大于 100 且截面厚度小于 3mm，卷边 C 形截

面不锈钢柱初始几何缺陷幅值可按（5）确定。 

              
（a）腹板                      （b）翼缘 

图 4 初始几何缺陷 

Fig. 4 Initial geometric imperfection. 

1 0.006d 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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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t

1 6d te=                （4） 

式中，w 为截面板件的宽度；t 为截面厚

度。 

2d t=                  （5） 

由于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的初始几何

缺陷的分布具有随机性，经验法不能准确确

定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初始几何缺陷的。 

3.1.2 近似法 

卷边 C 形截面构件畸变屈曲初始几何缺

陷幅值的计算方法如式（6）所示[15]，已在研

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0.2 crd0.3t  =                （6） 

式中，w 为畸变屈曲初始几何缺陷幅值；

t为截面厚度； crd
 为畸变屈曲临界应力；

0.2


为名义屈服应力。 

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的局部屈曲初始

几何缺陷幅值可按下式计算。 

0.2 crl0.023t  =                （7） 

式中，w 为局部屈曲初始几何缺陷幅值；

crl
 为局部屈曲临界应力。 

3.2 整体屈曲初始几何缺陷 

我国规范中整体初始几何缺陷幅值取为

L/1000，L 为试件长度。对于冷弯薄壁型钢构

件，整体屈曲初始几何缺陷幅值取 L/2000 时

有限元模型的精度最高；试件长度不超过 18B

（B 为截面宽度）时，可忽略整体屈曲初始几

何缺陷影响[16]。本文有限元分析模型取规范

中规定值 L/1000，且当构件长度 L小于 18B时，

不考虑整体初始几何缺陷影响。 

 

（a）SPP-1 

 

（b）SPP-2 

 

（c）SPP-13 

 

（d）SPP-15 

图 5 不同初始几何缺陷的荷载-轴向位移曲线对比 

Fig. 5 Load-axial displacement curv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initial geometric imperfection magnitudes. 

 

由图 5可见：式（6）与式（4）曲线几乎

重合，且与试验曲线高度吻合；式（5）和式

（7）曲线与试验曲线之间存在较大误差。式

（6）分析结果与试验最为吻合原因为式（6）

针对的使畸变屈曲，而试验试件的破坏模式

为畸变-整体相关屈曲。 

对于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初始几何缺

陷幅值的取值建议如下：（1）对于局部屈曲，

可通过式（7）计算；（2）对于畸变屈曲，

可采用式（6）确定；（3）对于整体屈曲，

可取为 L/1000；（4）对于局部-整体相关屈曲，

局部和整体屈曲的初始几何缺陷同时考虑；

（5）对于畸变-整体相关屈曲，畸变和整体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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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初始几何缺陷同时考虑；（6）当试件长

度 L不超过 18B时，可忽略整体屈曲初始几何

缺陷影响。 

4 冷加工效应 

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的冷加工效应包

含残余应力和材料强化，材料的强化主要考

虑转角区材料力学性能的变化。 

4.1 残余应力 

     

（a）截面方向                   （b）厚度方向 

图 6 残余应力分布模型 

Fig. 6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model. 

 

 

（a）SPOS 面（正法线方向） 

 

（b）SNEG 面（负法线方向） 

图 7 模型中的残余应力分布 

Fig. 7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model 

 

卷边 C 形截面中的残余应以弯曲残余应

力为主[17]，分布模型如图 6所示[18,19]，正值为

受压，负值为受拉。转角区纵向残余应力大

小取 0.4fy，平板区中间的纵向残余应力为 0；

残余应力沿厚度方向线性分布。 

有限元软件 ABAQUS 中残余应力值引入

通 过 关 键 词 *INITIAL CONDITION

（TYPE=STRESS，SECTION POINTS）引入，

引入残余应力的不锈钢柱如图 7 所示。 

表 1对比分析了残余应力对卷边 C形截面

不锈钢柱承载力影响，表中，PT 为试件承载

力试验值[2]；Pno和 Pha为考虑和不考虑残余应

力的承载力的数值计算结果。 

由表 1 可知，对于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

柱，残余应力的影响较小。为简化模型，文

中后续有限元分析模型中均忽略残余应力的

影响。 

 

表 1 残余应力对不锈钢柱承载力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residual stress on bearing capacity of 

stainless steel column 

截面编号 PT/kN Pno/kN 误差/% Pha/kN 误差/% 

C80×40×15×2.0-A（横） 82.70 85.72 3.65 84.17 1.78 

C100×40×15×2.0-A（纵） 75.60 79.80 5.56 79.27 4.85 

C120×40×15×2.0-A（纵） 76.55 74.59 -2.56 75.62 -1.21 

C140×60×15×2.0-A（纵） 89.78 88.98 -0.89 89.88 0.11 

C160×60×15×2.0-A（纵） 86.77 87.40 0.73 88.37 1.84 

C80×40×15×3.0-A（纵） 182.55 178.87 -2.02 194.00 6.27 

C120×40×15×3.0-A（纵） 188.33 188.22 -0.06 186.40 -1.02 

C100×40×15×3.0-A（纵） 190.72 187.47 -1.70 199.00 4.34 

C140×60×15×3.0-A（横） 223.95 219.19 -2.13 219.75 -1.88 

C160×60×15×3.0-A（横） 220.29 206.67 -6.18 215.45 -2.20 

平均误差   -0.56  1.29 

4.2 转角区影响 

转角区受到冷加工的影响十分明显，是

影响不锈钢柱承载力性能的重要因素。为研

究转角区影响，分别建立了考虑和不考虑转

角区材料性能的有限元分析模型，详细结果

见表 2。P1和P2为考虑和不考虑转角区材料性

能的试件承载力分析结果；PT 为试件承载力

试验结果[2]。 

由表 2 和图 8 可见：考虑转角区材料性能

分析获取的结果和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平均

误差为 0.56%；不考虑转角区材料性能的分析

结果和试验结果存在较大误差，平均误差为-

0.4fy 0.4fy

0.4fy 0.4fy

0.4fy

0.4fy

0.4fy

0.4fy

t

0
.4

f y

0
.4

f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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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最大误差为-13.45%。 

 

图 8 考虑和不考虑转角区材料力学性能试件承载力对

比 

Fig. 8 Comparison of the strength when considering and 

not considering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 

in the corner area. 

 

表 2 转角区材料力学性能对试件承载力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in 

corner area on bearing capacity of test piece 

截面编号 PT/kN 
第一组 第二组 

P1/kN 误差/% P2/kN 误差/% 

C80×40×15×2.0-A（横） 82.70 75.97 -8.14 85.72 3.65 

C100×40×15×2.0-A（纵） 75.60 72.54 -4.05 79.80 5.56 

C120×40×15×2.0-A（纵） 76.55 68.57 -10.42 74.59 -2.56 

C140×60×15×2.0-A（纵） 89.78 82.85 -7.72 88.98 -0.89 

C160×60×15×2.0-A（纵） 86.77 81.93 -5.58 87.40 0.73 

C80×40×15×3.0-A（纵） 182.55 157.99 -13.45 178.87 -2.02 

C100×40×15×3.0-A（纵） 190.72 167.00 -12.44 187.47 -1.70 

C120×40×15×3.0-A（纵） 188.33 172.88 -8.20 188.22 -0.06 

C140×60×15×3.0-A（横） 223.95 207.52 -7.34 219.19 -2.13 

C160×60×15×3.0-A（横） 220.29 197.07 -10.54 206.67 -6.18 

平均误差 
 

 -8.79  -0.56 

5 有限元分析模型验证 

5.1 荷载-轴向位移曲线 

图 9 为有限元分析与试验获取的荷载-轴

向位移曲线对比，由图可见：有限元曲线与

试验曲线吻合较好，只有在荷载下降段出现

一定误差，主要原因为畸变-整体相关屈曲的

后屈曲行为较复杂，试件发生脆性破坏，有

限元较难模拟。 

 

（a）SPP-2 

 

（b）SPP-13 

 

（c）SPP-14 

 

（d）SPP-15 

图 9 试件荷载-轴向位移曲线的数值和试验结果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the load-axial displacement curve 

of the specimen and the test results. 

 

（a）畸变-整体相关屈曲 

 

（b）畸变屈曲 

图 10 屈曲模态对比 

Fig. 10 Buckling mode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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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破坏模式 

图 10 对比了畸变-整体相关屈曲和畸变屈

曲的数值分析和试验的破坏模式，由图可见

试验和有限元结果均发生一致屈曲破坏模态，

且破坏形式相当吻合。 

5.3 承载力 

5.3.1 局部屈曲 

通过本文的有限元分析模型，对局部屈

曲试验试件[20]的承载力开展有限元分析，结

果详见表 3 所示。表中 PFE为试件的数值分析

承载力值；PT为承载力试验值；L为局部屈曲。 

由表 3可知：有限元和试验获取的试件承

载力结果吻合较好，平均误差为 0.56%，平均

比值PT/PFE为 0.99；试验和有限元获取的破坏

模式均为局部屈曲。 

表 3 局部屈曲试验和有限元结果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local buckling test and finite 

element results 

试件编号 试验 有限元 PT/kN PFE/kN 误差/% 

C80×40×15×2.0-A（横） L L 82.70 85.72 3.65 

C100×40×15×2.0-A（纵） L L 75.60 79.80 5.56 

C120×40×15×2.0-A（纵） L L 76.55 74.59 -2.56 

C140×60×15×2.0-A（纵） L L 89.78 88.98 -0.89 

C160×60×15×2.0-A（纵） L L 86.77 87.40 0.73 

C80×40×15×3.0-A（纵） L L 182.55 178.87 -2.02 

C100×40×15×3.0-A（纵） L L 190.72 187.47 -1.70 

C120×40×15×3.0-A（纵） L L 188.33 188.22 -0.06 

C140×60×15×3.0-A（横） L L 223.95 219.19 -2.13 

C160×60×15×3.0-A（横） L L 220.29 206.67 -6.18 

平均误差     -0.56 

5.3.2 畸变屈曲 

通过本文的有限元分析模型，对试验试

件[4]的畸变屈曲承载力开展有限元分析，结果

详见表 4 所示。 

表 4 畸变屈曲试验和有限元结果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distortion buckling test and finite 

element results 

试件编号 试验 有限元 PT/kN PFE/kN 误差/% 

SPZ-0 D L 102.89 95.27 7.41 

SPZ-1 L L 100.22 94.10 6.11 

SPZ-2 D D 150.81 161.05 -6.79 

SPZ-3 D D 81.53 84.90 -4.13 

SPZ-4 D D 151.02 153.25 -4.40 

SPZ-5 D+F D+F 62.76 63.47 -1.13 

SPZ-6 D+F D+F 130.24 119.46 8.28 

平均误差     0.76 

由表 4可知：试件承载力的有限元和试验

结果吻合较好，最大误差为 8.28%，平均误差

为 0.76%；除了 SPZ-0，试验和有限元的破坏

模式均为畸变屈曲。 

5.3.3 局部-整体相关屈曲 

通过本文的有限元分析模型对局部-整体

相关屈曲试验试件[4]的承载力进行有限元分析，

结果详见表 5 所示。L+F 为局部-整体相关屈

曲。 

表 5 局部-整体相关屈曲试验和有限元结果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local global correlation buckling 

test and finite element results 

试件编号 试验 
有限

元 
PT/kN PFE/kN 误差/% PFE/PT 

SPZ-1 L+F L+F 50.25 52.28 4.04 1.04 

SPZ-2 L+F L+F 46.65 48.87 4.76 1.05 

SPZ-3 L+F L+F 53.34 53.93 1.11 1.01 

SPZ-4 L+F L+F 61.19 60.80 -0.64 0.99 

SPZ-5 L+F L+F 43.32 44.96 3.79 1.04 

SPZ-6 L+F L+F 51.44 50.44 -1.94 0.98 

SPZ-7 L+F L+F 53.17 57.06 7.32 1.07 

SPZ-8 L+F L+F 45.92 46.27 0.76 1.01 

SPZ-9 L+F L+F 52.04 52.92 1.69 1.02 

SPZ-10 L+F L+F 38.72 42.49 9.74 1.10 

SPZ-11-A L+F L+F 49.74 53.23 7.02 1.07 

SPZ-11-B L+F L+F 58.52 59.45 1.59 1.02 

SPZ-11-C L+F L+F 58.78 60.81 3.45 1.03 

SPZ-12 L+F L+F 67.45 68.86 2.09 1.02 

SPZ-13 L+F L+F 71.49 70.61 -1.23 0.99 

SPZ-14 L+F L+F 71.77 71.20 -0.79 0.99 

SPZ-15 L+F L+F 72.22 74.69 3.42 1.03 

SPZ-16 L+F L+F 62.89 73.93 17.55 1.18 

SPZ-17 L+F L+F 72.93 77.83 6.72 1.07 

SPZ-18 L+F L+F 76.87 81.09 5.49 1.05 

平均误差     3.56 1.03 

由表 5 可知：除 SPZ-16，有限元和试验

获取的承载力结果吻合较好，平均误差为

3.56%，最大误差为 9.74%；试验和有限元的

最终破坏模态均为局部-整体相关屈曲。 

5.3.4 畸变-整体相关屈曲 

通过本文的有限元分析模型对畸变-整体

相关屈曲试验试件[20]的承载力进行数值分析，

结果详见表 6 所示，D+F 为畸变-整体相关屈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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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畸变-整体相关屈曲试验和有限元结果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of distortion global correlation 

buckling test and finite element results 

试件编号 试验 有限元 PT/kN PFE/kN PT/PFE 误差/% 

SPP-1 D+F D+F 65.86 64.12 1.03 -2.64 

SPP-2 D+F D+F 66.34 68.01 0.98 2.52 

SPP-3 D+F D+F 44.70 45.35 0.99 1.45 

SPP-4 D+F D+F 72.68 72.67 1.00 -0.01 

SPP-5 D+F D+F 42.65 42.92 0.99 0.63 

SPP-6 D+F D+F 84.48 82.98 1.02 -1.78 

SPP-7 D+F D+F 49.00 49.52 0.99 1.06 

SPP-8 D+F D+F 89.24 87.63 1.02 -1.80 

SPP-9 D+F D+F 74.22 73.37 1.01 -1.15 

SPP-10 D+F D+F 79.65 79.27 1.00 -0.48 

SPP-11 D+F D+F 71.95 72.20 1.00 0.35 

SPP-12 D+F D+F 66.23 65.28 1.01 -1.43 

SPP-13 D+F D+F 54.61 56.63 0.96 3.70 

SPP-14 D+F D+F 69.61 69.44 1.00 -0.24 

SPP-15 D+F D+F 73.47 73.36 1.00 -0.15 

SPP-16 D+F D+F 75.54 77.89 0.97 3.11 

SPP-17 D+F D+F 62.84 66.10 0.95 5.19 

SPP-18-1 D+F D+F 71.24 70.23 1.01 -1.42 

SPP-18-2 D+F D+F 78.19 77.20 1.01 -1.27 

SPP-19-1 D+F D+F 72.65 71.30 1.02 -1.86 

SPP-19-2 D+F D+F 75.61 75.74 1.00 0.17 

平均值     1.00 0.19 

由表 6可知：试件承载力的有限元和试验

结果吻合较好，平均误差为 0.19%，平均比值

PT/PFE为 1.00；试验和数值分析的破坏模式均

为畸变-整体相关屈曲。 

综上所述可知，本文的有限元分析模型

的准确性很好，可模拟不同屈曲模态下轴心

受压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的屈曲破坏行为。 

6 结论 

（1）不锈钢材料本构模型是影响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有限元分析模型准确性的关

键因素，若材料的本构模型选择不准确会造

成有限元模型的不准确。 

（2）壳单元具有多样性，其选择会影响

到分析结果。从稳定性角度判断，S9R5 为首

选单元；从便捷性角度判断，S4R单元较佳。 

（3）初始几何缺陷是影响有限元分析模

型的重要因素之一，数值分析时应根据试件

的破坏模态选择对应的初始几何缺陷幅值计

算公式。 

（4）残余应力对卷边 C 形截面不锈钢柱

承载力影响较小，计算分析时可忽略残余应

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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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悬吊全玻幕墙主龙骨制安变形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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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博览馆项目幕墙吊柱不同于常规幕墙体系，需在主体施工过程中随悬吊结构同步安

装，因悬挑桁架会随吊柱荷载增加出现形变，幕墙吊柱受悬挑桁影响出现位态变动。作为外立面幕墙玻璃主受

力龙骨，幕墙吊柱在结构立面及水平面平整度均有着极高的要求，且为保证幕墙玻璃上下通缝的美观，避免玻

璃重新返尺加工浪费，吊柱在加工制作变形和安装垂直需控制在 10mm 以内。通过采用双坡口间断组合焊接与

模拟长度调节技术、竖向成型单元逆向分离就位技术及双层扁担吊装三肢组合式矩形龙骨施工技术降低了吊柱

在安装过程中随悬挑桁架变形对垂直度影响以及制作安装变形影响。 

关键词: 钢结构；悬挂结构；全玻幕墙；双向破口；间断焊；分离；逆向就位；双层扁担吊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large double curved suspension truss 
 

Liu JunYang 1*, Yao Zhao2 ,Li Bin3,Yao Yongyong4,Sun Kai5 and Hao Yongpeng6
 

1. China Construction Steel Structure Engineering Co., Ltd, Shen Zhen, China 518000  

2. China Construc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Shen Zhen, China 518000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urtain wall hanging column of the Xi'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Expo Hall projec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curtain wall system, 

and it needs to be installed synchronously with the suspension structure during the main construction 

process, so the suspension column chang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antilever truss load during the entire 

suspension 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cess. As the main force keel of the façade curtain wall glass, the 

curtain wall hanging column has extremely high requirements in the structural façade and the flatness of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beauty of the upper and lower seams of the curtain wall 

glass, to avoid the waste of glass re-entry processing, the hanging column needs to be controlled within 

10mm in the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deformation and installation vertical. The influence of double 

bendered intermittent combined welding and simulated length adjustment technology, the reverse 

separ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of vertical forming unit and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double-

layer flat shoulder hoisting three-limb combination rectangular keel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the suspension 

truss deformation on the verticality of the hanging column during instal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production and installation deformation. 

1   工程概况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博览馆项目地处

浐灞生态区欧亚经济综合园区核心区，总占

地面积约 113 亩，建筑面积 21.7 万 m2。钢结

构由主体框架结构和悬吊结构组成，外轮廓

呈正方形，平面尺寸为 207m×207m，屋面标

高为 57.8m，博览馆项目幕墙吊柱采用双矩形

箱梁组合而成的梯子形杆件截面形式，上下

端与悬挑桁架和月牙桁架上均通过销轴连接，

与楼层钢梁采用层间滑动节点固定，边界形

式复杂。项目幕墙吊柱共计有 268根，单根长

度介于 21m～45m 之间，整体重约 1.2 万吨，

作为悬挂玻璃主受力龙骨，其外侧玻璃总覆

盖面积约 2.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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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览馆项目效果图  

Fig.1   Effect Drawing of the exhibition hall project 

 

图 2 博览馆结构模型图 

Figure 2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Expo 

 

图 3 悬吊结构模型图 

Figure 3 Suspension structure model diagram 

 

图 4 幕墙吊柱模型图 

Figure 4 Curtain Wall Column Model Diagram 

2   工程特点 

2.1   扁口矩形厚板独立柱制作变形控制难度

大 

幕墙吊柱由两根独立矩形柱及中间横梁

组成，单根矩形梁高 400mm，宽 120mm，板

厚最大 40mm，高宽比大，板厚大，焊接应力

分布不均匀，制作过程中容易出现受扭变形。

悬挑桁架悬挑值较大，吊挂荷载较多，其下

挠变形值大，故对幕墙吊柱长度控制尤其为

重要，吊柱过长，容易使吊柱产生受拉情况，

吊柱过短，容易对悬挑桁架增加预应力，增

大悬挑荷载，对悬吊结构受力不利。因而如

何控制吊柱制作加工精度是吊柱施工控制重

点。 

2.2  全玻幕墙龙骨安装精度控制复杂节点施工

难度大 

幕墙吊柱外侧全挂玻璃，整个弧形玻璃

成型面对吊柱立面平整度、水平面平整度要

求较高，且幕墙玻璃安装对吊柱垂直度要求

极高。同时项目共计幕墙吊柱 268 根，长度

21m～45m 非线性变化，与悬挑桁架、楼层封

边梁以及月牙桁架等部位连接节点十分复杂，

安装过程中容易出现焊接不到。故幕墙吊柱

安装精度控制以及吊柱复杂节点施工为幕墙

吊柱安装控制重难点。 

2.3 角部三根超长独立吊柱安装难度大 

悬挑桁架每个角部有三根独立超长吊柱，

吊柱之间通过环板相连。因角部悬挑值大，

吊柱长度长，吊柱四周无附着结构，高空作

业风险高，且吊柱安装难度大，施工精度控

制困难。故如何降低角部吊柱安装难度，保

证高空作业安全以及控制独立吊柱安装精度

为角部幕墙吊柱安装控制重难点。 

3  施工关键技术 

3.1   双坡口间断组合焊接与模拟长度调节技

术 

幕墙吊柱采用双肢扁口矩形柱组合而成

的梯子形吊柱，其长度随月牙桁架与悬挑桁

架高度呈非线性变化，长而细的吊柱在制作

阶段容易出现弯扭变形。通过扁口矩形柱在

腹板和翼缘开设双面坡口，将焊接应力分散

至翼缘和腹板，降低单面坡口焊接应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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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时，采用分段间断焊接方式，降低焊接

应力集中。最后通过悬挑桁架施工模拟计算

数值，调整吊柱预留段制作长度，从而保证

吊装整体的制作精度。 

1、幕墙吊柱制作分段 

幕墙吊柱在建筑中线呈径向对称，柱底

和柱顶标高跟随月牙桁架及屋面悬挑桁架造

型走向而变化。北侧、东侧、西侧幕墙吊柱

在结构三层 27m 标高处被楼层悬挑梁截断分

为上下两段，每侧端部 5根幕墙吊柱无悬挑钢

梁连接，为上下通长。在南侧 11 轴~16 轴之

间的幕墙吊柱（不包括两个轴线）和两端 5根

幕墙吊柱无悬挑钢梁连接，上下通长，其余

均被结构三层 27m 标高处的楼层悬挑梁截断

分为上下两段。上下通长幕墙吊柱柱底均预

留 1m 长构件作为嵌补段。 

（1）运输构件分段原则 

1）首节柱，上下通长幕墙柱柱底取 1.2m

作为嵌补段，有三层悬挑梁截断的幕墙吊柱

柱底不留嵌补段；标准节取17.0m为一段，剩

余部分作为柱顶段； 

2）当柱顶段构件长度小于 4m 时，将其

与次顶端合并且取 4m 长为柱顶段，剩余部分

作为次顶段； 

3）悬挑梁上下0.5m范围的幕墙吊断开与

梁合并。 

 

图 5 幕墙吊柱立面分段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ctional façade of the 

ceiling column of the curtain wall 

 

（2）分段吊柱制作拆分 

根据运输分段情况，结合工厂组立情况，

将双肢吊柱按照横梁及矩形柱拆分，按照单

根构件制作组立。 

 

图 6 分段吊柱制作组立拆分示意图 

Figure 6 Schematic diagram of a segmented gondola 

production group split 

 

2、厚板扁口矩形柱焊接变形控制 

幕墙吊柱板厚较大，在焊接过程中，受

局部不均匀的加热和冷却的影响，吊柱焊接

内力产生的变形较大。采用吊柱双面坡口、

调整焊接顺序和间断焊接等方法，控制吊柱

焊接变形。 

（1）坡口开设 

常规箱型构件组立过程中，提高加工制

作效率，其腹板与翼缘对接往往采用单面坡

口焊接形式。幕墙吊柱单肢为细长扁口矩形，

微弱的弯曲变形沿长度方向十分明显。采用

单面坡口，焊接应力集中吊柱腹板，进而使

腹板在应力作用下出现弯曲变形，双面腹板

叠合可能会出现弯扭。将拐角对接焊缝改为

双面坡口，可将腹板的焊接应力分散至翼缘，

腹板受应力变形影响降低，且翼缘宽度较小，

应力变形不明显，进而降低整根吊柱受焊接

应力变形影响。 

幕墙吊柱在箱体角部拼接以及翼缘或腹

板对接时，均可在双面坡口。一般单边坡口

采用 30°V 型坡口，其对应等强度也为 30°

V 型，翼缘面与腹板面坡口均为 15°，翼缘

与腹板对接坡口与之相同。 

 

图 7 常规箱型构件角部单面坡口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a single-sided groove in the 

corner of a conventional box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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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幕墙吊柱角部双面坡口示意图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ouble-sided groove at 

the corner of the hanging column of the curtain wall 

 

（2）幕墙吊柱间断焊接分布 

幕墙吊柱上下端均采用铰接节点，受力

方式主要为轴向受拉，吊柱腹板与翼缘组立

拼接焊缝主要受吊柱内力，因而可对吊柱拼

接焊封进行间断焊接。通过对长焊缝的不连

续焊接，预留焊接变形空间，降低累计焊接

变形影响保证吊柱制作精度。 

依据幕墙吊柱单肢分段制作长度，每隔

1m 交错断续焊接，即每焊接 1m 长度，间隔

1m 焊接下一段焊缝，翼缘两侧焊缝采用交错

断续焊接的方式。 

 

图 9 幕墙吊柱间断焊接划分示意图 

Figure 9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mittent welding of 

curtain wall hanging columns 

 

 

图 10 幕墙吊柱工厂间断焊 

Figure 10 Curtain wall hanging column factory 

intermittent welding 

 

3、吊柱模拟长度调节 

幕墙吊柱在杆件设计与月牙吊柱相似，

均属于超长大柔度杆件，设计意图全程受拉。

但区别于月牙吊柱，幕墙吊柱双肢之间通过

横梁连接，因吊柱整体外露，作为玻璃的附

着龙骨，每个高度位置横梁根据建筑要求必

须处于同一水平面。而项目幕墙吊柱长度随

上下月牙呈非线性变化，且悬挑桁架中间与

两边在安装过程中下挠值存在差别，吊柱横

梁随吊柱长度及下挠可能出现折线或者弧线

变化。经幕墙吊柱形式及受力研究分析，对

三层分段吊柱通过调节上段吊柱底端长度，

统一上下层吊柱起落点位置，保证吊柱横梁

高同一及分段吊柱受拉。通长吊柱通过调节

吊柱底部预留段长度及后装，保证横梁位置

处于同一水平高度及受拉。 

 

图 11 幕墙吊柱横梁布置 

Figure 11 Curtain wall hanging column beam 

arrangement 

 

根据幕墙吊柱结构特点以及现场整体施

工部署，对吊柱及悬挑桁架安装工况进行有

限单元分析，通过分析模拟数据，得出通常

吊柱的竖向位移，将竖向位移带入模型，调

整三层分段上部分段吊柱底口及超长吊柱预

留段长度，进而控制调整所有吊柱。  

针对悬挑桁架施工部署，以北侧为例计

算出在月牙吊柱与幕墙吊柱加载后，嵌补段

安装前，悬挑桁架下挠变形数值并进行分析。 

 

图 12 悬挑桁架下挠计算模型 

Figure 12 Under the cantilever truss calcul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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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悬挑桁架下挠计算数值 

Figure 13 Deflection under a cantilever truss calculates 

the value 

 

对悬挑桁架变形数值分析，将吊柱变形

值在坐标系中表示，通过对比，出南侧中间

通长吊柱外，吊柱下沉量整体呈 U 型曲线，

且东西侧吊柱下挠基本对称。将 U 型曲线与

设计要求悬挑桁架起拱值做正负叠加处理，

可得出每根吊柱需要调节长度，进而在深化

制作阶段完成吊柱调节段处理。 幕墙吊柱悬

挂于悬挑桁架下弦杆的下表面，在此需对悬

挑桁架下起拱值按照线性插入进行转换，转

换后数值与吊柱下挠值叠加情况如下： 

 

图 14 北侧悬挑桁架起拱值与下挠值叠加 

Figure 14 The arch value of the cantilever truss on the 

north side is superimposed with the lower deflection 

value 

 

图 15 南侧悬挑桁架起拱值与下挠值叠加 

Figure 15 The arch value of the cantilever truss on the 

south side is superimposed with the lower deflection 

value 

 

图 16 东侧悬挑桁架起拱值与下挠值叠加 

Figure 16 The upper arch value of the cantilever truss on 

the east side is superimposed with the lower deflection 

value 

 

图 17 西侧悬挑桁架起拱值与下挠值叠加 

Figure 17 The arch value of the cantilever truss on the 

west side is superimposed with the lower deflection 

value 

依据变形分析数据，确定出每根吊柱整

体长度，在深化制作阶段对吊柱调整处理，

变形数据小于对应位置悬挑起拱值时，对吊

柱下端口做加强处理；变形值大于对应位置

悬挑值时，对变形位置做切割处理。具体示

意如下： 

 

吊柱设计长度 
下挠值＜起拱值加工

尺寸 

下挠值＞起拱

值加工尺寸 

图 18 幕墙吊柱变形补偿示意图 

Figure 18 Schematic diagram of deformation 

compensation of curtain wall hanging columns 

依据吊柱模拟分析，结合悬挑桁架起拱

值，采用线性插入法确定每根吊柱修改量，

调节吊柱制作长度。通过对吊柱底端长度调

节，保证吊柱横杆处于同一水平高度，同时

避免吊柱受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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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竖向成型单元逆向分离就位技术 

幕墙吊柱与悬挑桁架、楼层封边梁、月

牙桁架均通过销轴节点连接，单个销轴节点

零件板有 10 块之多，单根吊柱与楼层和上下

月牙连接共计 9出，涉及 100余个个焊接点，

带有销轴复杂节点的安装及焊接成为幕墙吊

柱施工难题。其次，作为幕墙玻璃的主受力

龙骨，其垂直度对玻璃的安装及建筑外观至

关重要，如何控制吊柱安装垂直度同样为施

工一大重难点。针对屋面悬挑桁架、月牙桁

架、月牙吊柱及幕墙吊柱特殊的结构关系，

科学合理的施工顺序决定着整个悬挂体系力

学系统的安全传递和建筑双曲成型意图的完

美体现。针对以上问题，项目通过分别复杂

楼层节点深化分离技术，竖向成型单元的起、

落点逆向定位复核技术成功解决吊柱复杂节

点安装及垂直度控制问题。 

1、复杂楼层节点深化分离 

幕墙与上下月牙及各楼层节点通过2+1双

销轴节点连接。所谓2+1双销轴节点，即在节

点位置采用销轴穿插 2块夹 1块耳板连接，且

单个节点位置存在两处同样销轴节点。吊柱

顶部与悬挑桁架节点处，悬挑桁架下弦杆焊

机两块耳板，幕墙吊柱顶焊接一块耳板板，

每块耳板两侧个焊接 3块小加劲板。与底部下

月牙桁架通过通过幕墙吊柱环板，实现一个

点对面的转换，可用来消除吊柱水平位移调

整垂直度。吊柱与在楼层封边梁连接采用长

圆孔销轴和固定孔销轴连接，主要通过长圆

孔和固定孔使吊柱在垂直方向发生位移，保

证吊柱受拉。 

 

 

图 19 吊柱与上下端节点连接示意图 

Figure 19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nection of the 

column to the upper and lower end nodes 

 

图 20 吊柱与楼层节点连接示意图 

Figure 20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nection of the 

column to the floor node 

（1）深化分离原则 

1）与主体结构连接的零件全部在工厂组

装焊接完成。 

2）与销轴连接的零件，在工厂将加劲板、

连接耳板、肋板拼装焊接成整体后，按照各

吊柱编号打包散发现场。 

3）与吊柱连接的零件同吊柱在工厂焊接

完成，同时所有与销轴连接零件都必须试穿

合格后，再与柱焊接。 

 
填充部分零件按之前交底处理（工厂焊接、

开孔、打砂、油漆）后标识零件号及构件号，同

构件的销轴零件用钢丝串起来发运。 

 

 
与吊柱连接的零件同吊柱在工厂焊接完成，

同时所有与销轴连接零件都必须试穿合格后，再

与柱焊接。 

 

（2）深化阶段吊柱分离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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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色标注零件为幕

墙吊柱支座。此部分在

月牙桁架安装完成后，

幕墙吊柱安装前，进行

焊接安装，作为悬吊结

构第一定位控制点。 

2.幕墙吊柱与悬挑

桁架连节点。通过幕

墙支座定位点坐标反

射至屋面悬挑桁架对

应位置，定点画线。

作为悬吊结构第二定

位点（与设计坐标值

复核）。桁架下弦的

耳板、劲板通过销轴

与吊柱连接在一起，

进行安装。 

 
3.幕墙吊柱与三层封边梁连接。黄色标注零件的封

边梁连接耳板、上段幕墙吊柱连接耳板、劲板等

在地面拼装时焊接完成，通过销轴与下段幕墙吊

柱连接。 

  

4.幕墙吊柱与各层封边梁

连接节点。黄色标注的

连接耳板在地面拼装

时，通过销轴与幕墙吊

柱连接 

5.黄色标注零件连接吊

耳与幕墙吊柱底端，

通过销轴与下段幕墙

吊柱（或嵌补段）连

接。 

 

2、竖向成型单元起落定位复核技术 

通长幕墙吊柱施工过程中，先定位施工

幕墙吊柱底部支座作为安装起点，再以支座

中心坐标 X、Y 值不变，Z 坐标值加上理论高

度，形成吊柱与悬挑桁架连接底部的坐标值，

从而对吊柱落点进行定位，最后通过设计图

纸的坐标，对落点坐标进行复核校正，最终

保证了通长幕墙吊柱的安装精度（垂直度）。 

3.3   双层扁担吊装三肢组合式矩形龙骨施工

技术 

幕墙吊柱角部三根吊柱长度接近 46m，

吊柱之间从上向下采用环板连接，上端吊挂

点标高 51m，下部月牙吊点高度 5m，上下之

间全空间，四角相同，空间内无任何相关附

着结构，安装难度极大。结合角部吊柱结构

特点，采用一种吊挂三肢组合式幕墙主龙骨

安装施工方法，在地面将三肢幕墙主龙骨拼

装成型，利用双扁担吊具，通过塔吊、履带

吊或汽车吊等吊装设备，将整个构件从角部

悬挑桁架端头穿过，然后吊运至安装部位，

进行顶部节点的焊接，完成构件的安装。 

 

图 21 三肢组合式幕墙主龙骨双层扁担吊装示意图 

Figure 2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ain keel double-

layer flat shoulder hoisting of the main keel of the three-

limb combination curtain wall 

 

图 22 三肢组合式幕墙主龙骨立面图、平面图、节点

图 

Fig. 22 Three-limb combination curtain wall main keel 

elevation, floor plan, node diagram 

 

1、施工流程 

步骤一：完成三肢组合式幕墙主龙骨的

拼装，其中三肢组合式幕墙主龙骨包括主龙

骨体和设置于主龙骨体上的若干联系横梁体，

其中主龙骨体的两端分为第一端和第二端； 

204



李斌等 

 

 

步骤二：根据设计图纸制作双扁担梁； 

步骤三：将固定扁担设置于主龙骨体的

第一端，且所述固定扁担与联系横梁体挂接； 

步骤四：在主龙骨体的第二端焊接第三

吊耳； 

步骤五：使第一吊装设备就位，所述第

一吊装设备吊挂起吊装扁担，通过多根钢丝

绳将吊装扁担、固定扁担连接； 

步骤六：使第二吊装设备就位，并与主

龙骨体的第二端上的第三吊耳连接； 

步骤七：通过第一吊装设备和第二吊装

设备的配合对进行三肢组合式幕墙主龙骨的

起吊，直至三肢组合式幕墙主龙骨达到悬空

直立状态； 

步骤八：将三肢组合式幕墙主龙骨从悬

挑桁架的端头穿过，然后吊运至安装部位； 

步骤九：进行主龙骨体顶部节点与悬挑

桁架的焊接固定。 

现场对应步骤施工过程如下： 

  

 

 

  

  

 
图 23 双层扁担吊挂三肢组合式幕墙主龙骨施工流

程照片 

Fig. 23 Double-layer flat shoulder hanging three-limb 

combination curtain wall main keel construction 

process photo 

2、施工控制要点 

（1）双层扁担空间关系的设计控制 

两组扁担均采用 300*300*8*10 焊接 H 型

钢，型钢长 2600mm，吊耳垂直于型钢翼缘设

置，孔距不小于 2100mm，于型钢居中布置，

上下扁担之间净间距不小于 7m。 

  
图 24 双层扁担方位图 

Figure 24 Azimuth 

diagram of a double-layer 

flat shoulder 

图 25 双层扁担空间尺

寸 

Fig. 25 Dimensions of 

the double-deck flat 

shoulder space 
 

（2）三肢受拉超长棱体的地面拼装控制 

由 3根幕墙吊柱组合形成的棱体结构，通

过 3根水平横梁连结而成。地面拼装阶段的控

制，对结构与悬起着挑桁架精准就位连接决

定性作用。控制要点如下： 

1）整体拼装形态为“等腰三角形”。在

整体结构中的最角部一根幕墙吊柱垂直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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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其余两根吊柱分别和地面呈 30 度、150

度拼装； 

2）通过三维坐标系进行全过程拼装控制。

在设计图获得原始三维坐标值，通过在拼装

场地选取拼装坐标基准点（X，Y，Z），与

原坐标进行转换，得到新的坐标系，以此来

精准控制整个拼装过程。 

  
图 26 三肢受拉超长棱体的地面拼装施工照 

Figure 26 Ground assembly construction photo of the 

stretched ultra-long prism of the three limbs 
（3）与桁架结构连接就位的施工过程控

制 

组合吊柱主吊设备为大型履带吊或塔吊，

通过汽车吊在另一端进行辅助吊装，从组合

吊柱的地面起钩、水平到直立过程、垂直落

地再到松钩，最终使吊柱达到垂直吊装目的。

起钩过程流程如下： 

 
 

流程一：两台设备绑钩，进行抬吊前准备工作，

绑扎点距离吊柱两端各 10m 距离。 

 

 
流程二：两台设备同步起钩，将幕墙吊柱起吊距

离地面约 12m 距离。 

 
 

流程三：汽车吊停止升钩，履带吊缓慢升钩并适

当趴大臂，防止构件牵扯汽车吊。 

 

 
流程四：待幕墙吊柱恢复直立状态后，汽车吊松

钩并拆除吊带。 

3.4 结语  

基于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博览馆项目

幕墙吊柱功能要求及建筑成型效果，采用双

坡口间断组合焊接与模拟长度调节技术在制

作过程中，通过双面坡口分散焊接应力、对

称间断焊接降低焊接变形影响，仿真模拟计

算调节吊装制作长度等方法，控制幕墙吊柱

制作精度。随后采用竖向成型单元逆向调节

分离就位技术，通过将幕墙吊柱复杂楼层节

点在深化阶段分离，在吊柱安装过程中采用

逆向定位调整方法，保证吊柱安装垂直度，

对吊柱复杂销轴节点施工做出指导意义调整。

双层扁担吊装三肢组合式矩形龙骨施工技术

通过将三根独立幕墙主龙骨与横梁地面拼装

成整体，采用上下两层扁担吊装组合龙骨方

法，在龙骨对接部位焊接临时操作平台及固

定下端固定措施，以减少高空作业次数，降

低高空作业风险。 

通过上述三种技术结合，解决幕墙吊柱

变形的不可控技术难题，并在深化制作阶段

考虑插入吊柱变形调整考虑，使整体结构变

形仍在设计时考虑的沉降变形许可范围内，

同时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和材料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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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侧移框架临界力的简便计算方法 

陈  进 1,2  周东华 1  何颖成 1 

（1.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昆明 650500；2.云南开放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昆明 650500） 

摘    要：通过模型替代的方法，建立竖向荷载作用下无侧移框架临界力的求解路径，推导了可直接计算框架结构

临界承载力的简便实用计算公式，简化了框架临界力的求解，避免了传统计算长度系数法逐个验算构件的不便，

而且可以很好地考虑层与层之间的相互支援作用，弥补了长度系数法的不足。算例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有较好

的精度及准确性，对框架结构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供工程设计和理论计算使用。 

关键词：无侧移框架；临界力；计算长度系数；结构稳定； 

Simplified calculation of the crit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non-sway frame 

Chen Jin1,2     Zhou Donghua1    Heyingcheng 

(1. Faculty of Civil Engineering Mechan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2. Faculty of Urber construction, Yunnan ope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A new analysis method was provided to the critical force of non-sway fram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non-sway frame, a simple and practical method for directly calculation the crit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frame structure was 

derived, which greatly simplifies the solution of the critical force of frame. In the article, a simple and practical formula 

which can been used for calculation of the crit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non-frame was obtained. This formula can nicely 

consider the supporting role between different layers in the analysis of crit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frame, avoiding the defect 

of the traditional “calculating length coefficient method” and unreasonable design in the engineering design. The deficiency 

of the length coefficient method in the Code is ignored in the present. It was shown in the numerical example that the new 

method has good accuracy and good applicability to complex frame structure. It can be used in the design and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Keywords：non-sway frame; critical force; calculation coefficient; stability of structure  

 

0 引  言 

强支撑条件下的框架结构通常被定义为

无侧移动框架，其结点处无水平位移。《钢结

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以后均简称为

规范）中对这种框架的稳定分析采用的是基

于单根柱的计算长度法。即采用以单根柱的

弹性临界承载力为基础，用计算长度系数的

方法将框架柱等效为两端铰接单根柱的承载

力情况，然后采用整体稳定系数确定柱的稳

定承载力，是一种简单可行的分步设计方法。

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准确计算框架柱的

弹性临界承载力则是一个重要前提。但《规

范》法在确定单根柱的临界承载力时并没有

全面考虑同层柱以及上下层柱的相互支援作

用，因而对于受到支援的柱子其实际临界力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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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于保守；对于提供支援的柱子其实际临界

力计算则偏于不安全。同时，随着框架规模

的增大，临界力的精确解析求解需迭代求解

超越方程，无法手算，因而本研究基于离散

化思想及稳定问题为消耗结构刚度这一本质，

采用模型替代法方法（K-P 模型法），将原结

构的无限自由度分析转化为有限自由度的解

析分析，避免求解微分方程，并可提高无侧

移框架临界力的计算精度。 

 

1.单根柱的模型替代 

框架柱的弹性临界力计算是一个几何非

线性问题，即在变形条件下的平衡分析。下

面将运用K-P模型法，通过对两端铰接、无侧

移单柱的弹性临界力分析，介绍该方法的基

本原理,分析模型如图 1 所 

h h
h
2

p

p p

 

𝛿 

𝛿 𝛿 

 

 

 

 

采用微分平衡方程对原模型进行求解，

得到柱的变形曲线为y = δsin(𝜋𝑥 𝑙⁄ ) ,外力在

柱身任一点产生的二阶外弯矩为𝑀𝑂 = 𝑃 ∙ 𝑦, 

柱 子 内 部 的 二 阶 内 弯 矩 为 𝑀𝐼 = 𝐸𝐼𝑦′′ =

𝐸𝐼(𝜋 𝑙⁄ )2𝑦,根据平衡条件的临界条件𝑀𝑂 = 𝑀𝐼，

得到临界荷载𝑃𝑐𝑟 = 𝐸𝐼(𝜋 𝑙⁄ )2 。在此分析中可

以看出：对于无限自由度的临界力求解，

需求解微分平衡方程，当边界情况比较复杂

时，解析求解将是困难的。②如果将EI(𝜋 𝑙)⁄ 2

作为柱抵抗失稳的内刚度𝐾𝐼（固有属性，量

纲与力的单位相同），𝑃为外荷载，柱的整体

稳定问题则可以被看作荷载对内部刚度的消

耗。当外荷载与内刚度相等，即𝐾𝑂 = 𝐾𝐼时，

结构达到临界状态。基于这个原理，采用替

代模型（K-P 模型），改变刚度消耗的方式，

同时建立两种模型的转化关系，也可达到同

样的求解目的，且降低了求解难度。为实现

这样的目标，采用 K-P模型对原模型进行替代，

即：在原柱子的中部建立摇摆柱的外部刚度

消耗体系，将原结构的荷载𝑃转移到替代模型

中，即�̅�。这时，原模型的无限自由度问题就

转化成了单自由度问题，可避免微分方程的

求解，根据 K-P模型的平衡条件可以得到： 

�̅� ∙ 𝛿 = 𝑘 ∙ ℎ 2 ∙ 𝛿⁄         （1a） 

则替代结构的临界力 �̅�𝑐𝑟 = 𝑘 ∙ ℎ 2⁄ （1b）       

从上式中可以看到 K-P模型中的外荷载为

�̅�,内刚度为𝐾𝐼 = 𝑘 ∙ ℎ 2⁄ （𝑘为柱在中点的水

平侧移刚度），其大小取决于柱的线刚度和约

束条件，是结构内在的固有属性。通过替代，

求解原结构的临界力就转化成了求解柱的侧

向水平刚度，体现了受压柱稳定的本质是刚

度问题。为解决替代模型与原模型临界力的

相互转换间的差异，引入修正系数𝜆∗，其表

达式为：𝜆∗ = �̅�𝑐𝑟 𝑃𝑐𝑟⁄ ，带入式（1b）后，柱

的临界方程为： 

𝑃 = (𝑘ℎ 2⁄ )/𝜆∗(1c)     

随着 P的变化，结构的状态可以描述为下面三

种情况： 

𝑃 < (𝑘ℎ 2⁄ )/𝜆∗   （稳定状态） 

𝑃 = (𝑘ℎ 2⁄ )/𝜆∗   （临界状态） （1d） 

𝑃 > (𝑘ℎ 2⁄ )/𝜆∗   （失稳状态） 

根据图 1 的模型计算可以知道，原结构的

临界力𝑃𝑐𝑟 = 𝐸𝐼𝜋2 ℎ2⁄ ,替代模型的临界力

�̅�𝑐𝑟 = 24𝐸𝐼 ℎ2⁄ ,则修正系数𝜆∗ = 2.43，如果柱

子的边界约束为两端固端，则修正系数也为

𝜆∗ = 2.43。无侧移单层柱的修正系数𝜆∗随边

界条件将发生变化。这种替代方式将在后面

的多层框架分析中发挥作用。 

 

2．多层独立柱的模型替代 

2.1 多层独立柱临界力计算 

多层独立柱是一个多次超静定结构，精

确解析求解其临界力非常困难，而采用计算

长度系数法又未考虑不同层柱的相互支援作

用。若考虑到结构失稳是内部刚度在外部荷

载作用下耗尽这一本质，可先对多层独立柱

进行离散，变为若干单层柱原模型，再采用

K-P 模型对原模型进行替代，根据平衡条件可

求得替代模型的临界力，同时建立原模型与

替代模型的转换关系，最后在进行整个楼层

的刚度组装，则可以比较方便地求出整个多

（a）原模型            (b) P-K 替代模型 

图 1 分析模型 

Fig 1 Analysis m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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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独立柱的临界荷载及各层柱的临界力。柱

的离散及替代见图 2。 

 

 

 

 

 

 

 

 

多层独立柱发生失稳时的变形曲线如图 2

（a）所示，各层柱中部的侧向位移为𝛿𝑖，𝑘𝑖

为柱在中点的水平侧移刚度。由于在侧向支

撑结点处，上下柱的转角位移θ是协调的，并

且是同方向的，因而可以将多层独立柱离散

为两端铰接的的单层柱，图 2（b），在柱子的

中部设置摇摆柱外部刚度消耗体系，同时将

原结构中各柱的轴力𝑁𝑖转移作用在替代结构

上，即图中的�̅�𝑖，从而得到简化的 K-P模型。

各层替代模型摇摆柱的平衡方程为 

�̅�𝑖𝛿𝑖 = （𝑘𝑖 ℎ𝑖 2）𝛿𝑖⁄         （2） 

可以看到：各层内刚度为𝑘𝐼,𝑖 = 𝑘𝑖ℎ𝑖 2⁄ ，各层

轴力为�̅�𝑖。 

将各层柱的平衡状态进行组装，可得到： 

�̅�1𝛿1 + �̅�2𝛿2 +∙∙∙ +�̅�𝑛𝛿𝑛 = 𝑘1
ℎ1𝛿1
2

+ 𝑘2
ℎ2𝛿2
2

+ 

…+ 𝑘𝑛
ℎ𝑛𝛿𝑛
2

(3𝑎) 

整理后即∑ �̅�𝑖𝛿𝑖 = ∑(𝑘𝑖ℎ𝑖 2)𝛿𝑖⁄     （3b） 

 

从（3a）可以看出，各层组装是一个内外刚

度并联的过程。近似建立各层柱中点挠度𝛿𝑖的

比例关系为 

𝛿𝑖 =
𝛿𝑖
𝛿1
𝛿1 =

ℎ𝑖
2

ℎ1
2 𝛿1 = 𝛼𝑖𝛿1 

式中： 𝛼𝑖 = ℎ𝑖
2 ℎ1

2⁄ (3c)            

将式（3c）带入表达式（3b）中，可得到整

个替代结构的临界方程为 

∑�̅�𝑐𝑟,𝑖 𝛼𝑖 =∑𝛼𝑖
𝑘𝑖ℎ𝑛𝑖
2

(4) 

式（4）左边的荷载项就是替代结构的总

荷载，右边就是整个替代结构的总内刚度。

二者相等时，结构达到临界状态。将原模型

与替代模型的关系𝜆∗ = �̅�𝑐𝑟 𝑁𝑐𝑟⁄ 代入式（4），

此处用柱轴力 N代替荷载 P，可得 

∑𝜆𝑖
∗ 𝑁𝑐𝑟,𝑖𝛼𝑖 =∑𝛼𝑖

𝑘𝑖ℎ𝑛𝑖
2

(5) 

由于结构荷载总是根据初始条件，按一

定比例逐渐加载，各层柱的轴力𝑁𝑖保持比例

关系，可定义比例系数𝛽𝑖 = 𝑁𝑖 𝑁min⁄ 对𝑁𝑐𝑟𝑖进

行处理，即：𝑁𝑐𝑟𝑖 = 𝛽𝑖𝑃𝑐𝑟, ，将其带入（5）,

则可解出多层独立柱的临界荷载𝑃𝑐𝑟计算公式

为 

𝑃𝑐𝑟 =∑𝛼𝑖
𝑘𝑖ℎ𝑖
2

∑𝜆𝑖
∗𝛽𝑖⁄ 𝛼𝑖 (6) 

但这时求解出的柱临界荷载代表的是各

层柱抵抗弯曲失稳的刚度（内刚度）同时被

消耗为零的情况，即同时失稳，各层柱之间

不存在相互的支援作用，这在实际工程中是

很少出现的。因而有必要考虑层与层的相互

支援作用，对式（6）进行修正，引入薄弱层

判断系数𝛾𝑖、支援作用系数𝜂𝑖 

 

𝛾𝑖 =
𝑘𝐼,𝑖

�̅�𝑖
/min (

𝑘𝐼,1

�̅�1
+
𝑘𝐼,2

�̅�2
+⋯+

𝑘𝐼,𝑛

�̅�𝑛
) (7） 

                𝜂𝑖 = √𝛾𝑖         （8） 

𝑘𝐼,𝑖为各层的（内刚度），�̅�𝑖为各层轴力。

薄弱层的𝛾𝑖最小，即𝛾𝑖 = 1，此时该层最先达

到临界条件发生失稳；其余各层的𝛾𝑖 > 1，其

刚度未被充分消耗，存在富裕，可对薄弱层

提供支援。这种支援作用对整个独立柱临界

荷载的影响，通过系数𝜂𝑖对式（6）进行修正

来考虑，修正后的独立柱临界力的计算公式

为 

𝑃𝑐𝑟 =∑𝛼𝑖
𝑘𝑖ℎ𝑖
2

∑𝜆𝑖
∗𝛽𝑖⁄ 𝛼𝑖 𝜂𝑖 (9) 

 

计算多层柱临界荷载时，需注意到：如

果将所有楼层都考虑进去，会过大估计离薄

（b）离散及 P-K 替代模型 

（a）多层独立柱     

图 2. 多层独立柱及简化模型  

Fig 2 Mult-story single column  and  

simplified model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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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层较远层的支援作用，不符合无侧移独立

柱失稳时的变形曲线规律，式（9）计算会有

较大误差，所以离薄弱层较远的层其支援作

用在计算中不应考虑，类似多跨连续梁的仅

取 5跨以内进行计算。通过计算分析比较发现，

仅考虑𝛾𝑖 ≤ 5的楼层参加组装，公式（9）可

以获得良好的精度。 

 

2.2 算例 

如图 3所示，该独立柱为 4层，各层柱的

弯曲刚度均为 EI,用本文方法求解模型①～④

的临界承载力。 

h

h

h

h

h

h

h

h

h

p

h

h

h

h h h1.5h1.5

1 2 3 4

p p p

p

p

p

p

p

p

A

B

A

B

A

B

A

B

 
 

 

 

模 型 ① ～ ④ 主 要 参 数计 算 为 ： 𝜆𝑖
∗ =

2.43, 𝑘𝑖 = 48𝐸𝐼 ℎ𝑖
3⁄ ,首先计算各层相关参数，

由系数𝛾𝑖判断薄弱层位置，确定参与临界承载

力计算的楼层范围，再将参与计算的各层参

数带入公式（9）,即可求出多层独立柱的临

界荷载，并将 AB 柱临界力结果与 ANSYS 有限

元、长度系数法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及对比

情况见表 1、表 2。为方便对比，对临界力进

行无量纲化，即：
𝑁𝑐𝑟

𝑃𝐸
 ,𝑃𝐸 =

𝜋2𝐸𝐼

ℎ1
2 ,具体结果及

比较见表 1～表 2。 

 

表 1   各层的计算参数 

Table1   Calculation parameters of all storey 

表 1-1 模型 ①     Table.1-1 model ① 

楼

层 
𝝀𝒊
∗ 𝜷𝒊 𝜶𝒊 𝜸𝒊 𝜼𝒊 

薄 弱

层 

范

围 

1 2.43 1.0 1.0 1.0 1.0 是  

2 2.43 1.0 1.0 1.0 1.0 是 1～4 

3 2.43 1.0 1.0 1.0 1.0 是  

4 2.43 1.0 1.0 1.0 1.0 是  

 

表 1-2 模型 ②     Tab.1-2 model ② 

楼

层 
𝝀𝒊
∗ 𝜷𝒊 𝜶𝒊 𝜸𝒊 𝜼𝒊 

薄弱

层 

范

围 

1 2.43 4.0 1.0 1.0 1.0 是  

2 2.43 3.0 1.0 1.33 1.15 否 1～3 

3 2.43 2.0 1.0 2.0 1.41 否  

4 2.43 1.0 1.0 4.0 2.0 否  

 

表 1-3 模型 ③            Tab.1-3 model ② 

楼

层 
𝝀𝒊
∗ 𝜷𝒊 𝜶𝒊 𝜸𝒊 𝜼𝒊 

薄弱

层 

范

围 

1 2.43 1.0 1.0 1.0 1.0 是  

2 2.43 1.0 0.44 2.25 1.5 否 1～4 

3 2.43 1.0 0.44 2.25 1.5 否  

4 2.43 1.0 0.44 2.25 1.5 否  

 

表 1-4 模型 ④            Tab.1-4 model ② 

楼

层 
𝝀𝒊
∗ 𝜷𝒊 𝜶𝒊 𝜸𝒊 𝜼𝒊 

薄弱

层 

范

围 

1 2.43 4.0 1.0 1.0 1.0 是  

2 2.43 3.0 0.44 3.0 1.73 否 1～3 

3 2.43 2.0 0.44 4.6 2.12 否  

4 2.43 1.0 0.44 9.0 3.0 否  

 

表 2   AB 柱的𝑵𝒄𝒓的计算结果及比较 

Tab.1  Results comparison of AB-coulumn(𝑵𝒄𝒓) 

模

型 

𝑵𝒄𝒓 𝑷𝑬⁄  

长度系

数法 

 ⑴ 

本文  

⑵ 

Ansys 

(3) (1)/(2) (2)/(3) 

① 1.0 1.0 1.0 1.0 1.0 

② 1.0 1.16 1.20  0.86 0.97 

③ 1.0 1.33 1.42 0.75 0.94 

④ 1.0 1.44 1.48 0.69 0.97 

 

AB 柱的计算结果表明，本文方法与有限

元结果比较吻合，长度系数法的结果最小，

这是因为长度系数法没有考虑不同层的相互

支援作用，从表面上看，这对于薄弱层的计

算偏于安全，但其余层由于提供支援的刚度

消耗没有被考虑，会过高估计其临界力，偏

于不安全，而本文方法则考虑了不同层的相

互支援作用，分析计算更为合理，虽然结果

略小于有限元结果，但比较接近，这是因为

仅考虑了部分层的支援作用，符合多层独立

柱失稳时各层位移特征。 

 

3. 多层无侧移框架模型替代 

框架结构存在强支撑时（支撑刚度≥ 5 ∗

框架侧移刚度），被称为无侧移框架结构。框

架层结点处有侧约束，其水平侧向位移为零。

有必要对框架同层框架柱的相互支援作用影

响进行分析评价，如下图 4。 

 图 3   4 层独立柱模型 

Fig 3 Single column with 4-sto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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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邻框架柱支援作用 

图 4所示为单层单跨框架，运用有限元程

序对框架进行临界力分析。 

 

 

 

 

 

 

P1 P2 P P 3P P 

 

 

从失稳时框架的变形曲线可以发现： 

当𝑃1=𝑃2时，框架发生对称失稳，柱之间

不存在相互支援作用；当𝑃1=3𝑃2时，框架发

生非对称失稳，荷载较大的柱先失稳，而荷

载较小的柱变形很小。为了研究同层柱的相

互支援作用，将对左侧荷载较大柱的临界轴

力𝑁𝑐𝑟与对称失稳的临界轴力𝑁𝑐𝑟0进行对比，

结果及对比见表 3  

 

表 3 框架柱临界轴力对比（𝑵𝒄𝒓 𝑵𝒄𝒓𝒐⁄ ） 

Table 3  Compare results of critical axial 

         -force with frame-column  

荷载条件 𝑃1 = 𝑃2 𝑃1 = 2𝑃2 𝑃1 = 3𝑃2 𝑃1 = 4𝑃2 

𝑁𝑐𝑟 𝑁𝑐𝑟𝑜⁄  1.000 1.080 1.083 1.084 

 

对比结果表明：同层柱产生的支援作用

非常有限，基本小于 10%，这是因为框架的侧

移被约束后，框架柱的侧向刚度贡献难以发

挥，相互支援的作用明显不足，所以而只能

靠框架梁的弯曲刚度为框架柱的稳定提供帮

助。所以多层无侧移框架的分析也可以基于

这个情况，忽略同层柱的支援作用，仅考虑

框架梁的贡献，模型将会得到相应的简化。 

 

3.2 多层无侧移框架临界力 

多层无侧移框架相比单层框架的主要区

别是存在不同层的相互支援作用。所以分析

中可以忽略同层柱的相互支援作用，仅考虑

不同层的相互支援以及框架梁对结点转动约

束的贡献，将框架分解为若干个独立的柱列

分别计算。框架的分解情况见下图 5。 

 

 

 

 

 

 

 

 

 

 

 

（a）框架模型       （b）简化框架柱列   

图 5 多层无侧移框架及简化模型 

Fig 5 mult-storey frame with lateral restrain 

将单个柱列模型再次离散为结点带转角

弹簧约束的独立柱模型，并进行 P-K模型替代，

见下图 6。 

 

 

 

 

 

 

 

 

 

 

 

图 6 独立柱模型替代 

Fig.6   Alternative model of single-column 

各层原模型与替代模型的转化关系通过

各层的修正系数𝜆𝑖
∗实现，即𝜆𝑖

∗ = �̅�𝑐𝑟 𝑃𝑐𝑟⁄ , 

对于单层模型 P 就是柱的轴力 N。为了得

到替代模型的临界力，先求解各层原模型柱

的中点侧移刚度𝑘𝑖 

 

𝑘𝑖 =
192𝑖𝑐

ℎ𝑖
2 ∙

2𝑐1𝑐2 + 4(𝑐1 + 𝑐2)𝑖𝑐 + 12𝑖𝑐
2

2𝑐1𝑐2 + 7(𝑐1 + 𝑐2)𝑖𝑐 + 48𝑖𝑐2
 

（10） 

式中的𝑖𝑐为柱的弯曲线刚度，c1与c2分别

为柱底与柱顶转角弹簧的转动刚度。c1与c2的

大小为框架柱节点两侧全梁线 2倍刚度之和按

结点处上、下层柱的线刚度比值进行分配所

得，当为梁柱铰接时不考虑。𝑐1与𝑐2的计算公

式为 

 

h

h

h

h
2
i

2

1

n

hi
2

p

hi
2 ki

C2

C1

B

A

𝛿𝑖 
𝛿𝑖 

�̅�𝑖  

�̅�𝑖  

（a）原框架柱列模

型 

（b）各层原模

型   

（c）各层 P-K 模型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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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P

h2

h1

L1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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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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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单层单跨框架 

Fig 4 1-storey 1-span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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𝑐1 = (
𝑖𝑐

𝑖𝑐+𝑖𝑐
𝐴)𝐴∑ 2𝑖𝑏𝐴        （11）  

𝑐2 = (
𝑖c

𝑖c+𝑖c
𝐵)𝐵∑ 2𝑖𝑏𝐵       （12） 

式中𝑖𝑐
𝐴为本层下一层柱的弯曲线刚度，𝑖𝑐

𝐵为本

层上一层柱的弯曲线刚度，𝑖𝑏为结点左右两侧

梁的弯曲线刚度。 

将式(11)、（12）中的𝑐1、𝑐2,代入式（10）

可以得到𝑘𝑖更简便的表达形式 

 

𝑘𝑖 =
192𝑖𝑐
ℎ𝑖

∙
2𝐵1𝐵2 + 4(𝐵1 + 𝐵2) + 6

2𝐵1𝐵2 + 7(𝐵1 + 𝐵2) + 24
 

（13） 

𝐵1 = ∑ 𝑖𝑏𝐴 ∑ 𝑖𝑐𝐴⁄ （14）        

𝐵2 = ∑ 𝑖𝑏𝐵 ∑ 𝑖𝑐𝐵⁄ （15） 

 

此处的𝐵1与𝐵2为框架柱下、上结点的左

右梁弯曲线刚度之和与上下层柱弯曲线刚度

之和的比值，当柱与基础刚接时𝐵1 = 10,铰

接时𝐵1 = 0，该系数与规范中确定框架柱计

算长度时使用的𝐾1, 𝐾2定义是一致的。 

在获得原模型柱的中点侧移刚度𝑘𝑖后，

可由替代模型的平衡条件计算出各层单柱替

代模型的临界力�̅�𝑐𝑟,𝑖 

�̅�𝑐𝑟,𝑖 = 𝑘𝑖
ℎ𝑖
2
= 

96𝑖𝑐
ℎ𝑖

∙
2𝐵1𝐵2 + 4(𝐵1 + 𝐵2) + 6

2𝐵1𝐵2 + 7(𝐵1 +𝐵2) + 24
（16） 

 

各层单柱原模型的临界力可以使用长度系

数法求解 

𝑁𝑐𝑟,𝑖 =
𝜋2𝐸𝐼𝑖
(𝜇𝑖ℎ𝑖)2

（17） 

式中的𝜇𝑖为柱的长度系数，其近似计算公式
[2] 

 

𝜇𝑖
2 =

(1 + 0.41𝐵1)(1 + 0.41𝐵2)

(1 + 0.82𝐵1)(1 + 0.82𝐵2)
（18） 

由公式（14）、（17）、（18）可以求得单根

柱的修正系数𝜆𝑖
∗ 

 

𝜆𝑖
∗ =

�̅�𝑐𝑟,𝑖
𝑁𝑐𝑟,𝑖

= 96 ∙
2𝐵1𝐵2 + 4(𝐵1 + 𝐵2) + 6

2𝐵1𝐵2 + 7(𝐵1 + 𝐵2) + 24
∙ 


(1 + 0.41𝐵1)(1 + 0.41𝐵2)

(1 + 0.82𝐵1)(1 + 0.82𝐵2)
∙
1

𝜋2
（19） 

通过式（19）算出框架柱列各层单柱的临

界因子𝜆𝑖
∗,就可以采用前面独立柱的楼层组装

方法，考虑同层柱的相互支援作用，应用公

式（9）求得各个柱列的临界荷载𝑃𝑐𝑟,𝑗,j 为框

架的柱列号，最终整个框架的临界荷载为： 

 

𝑃𝑐𝑟 = min(𝑃𝑐𝑟,1, 𝑃𝑐𝑟,2…𝑃𝑐𝑟,𝑚)(20)   

       

3.3 算例  

图 6 所示的 5 层 4 跨的无侧移框架，所有

梁的截面弯曲刚度均为 EI,柱的截面弯曲刚度

均为 2EI,应用本文方法求解整个框架的临界

承载力 

 

 

 

 

 

 

 

 

 

 

图 7    5 层 3 跨框架以及荷载分布 

Fig 7   five-storey three-span frame and the load 

distribultion 

具体求解步骤为: 

 

步骤 1：忽略同层柱的影响，将框架按左右

半跨离散为柱列①、②、③、④, 由于荷载对

称分布，可仅计算柱列①和柱列②。 

步骤 2：按式（19）计算柱列各层的修正系

数𝜆𝑖
∗，按式（7）、（8）计算各层的薄弱层判

断系数𝛾𝑖及层内外刚度比系数𝜂𝑖，判断参加整

体分析的楼层数量及位置，根据公式（9）进

行组装得出各个柱列的临界荷载𝑃𝑐𝑟,𝑗。最后根

据式（20）进行柱列判断，得到整个框架的

临界承载力。 

 根据结算结果，柱列②对框架稳定承载力

其控制作用，具体计算参数为表 4。选取 AB

和EF柱的临界力𝑁𝑐𝑟进行比较，为方便比较，

对临界力进行无量纲化，即：𝑁𝑐𝑟 𝑃𝐸⁄  ,𝑃𝐸 =

𝜋2𝐸𝐼 ℎ2⁄ ,具体结果及比较见表 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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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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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p2 p2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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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柱列②的计算参数(𝑷𝒄𝒓) 

Table1   Calculation parameters of ② -column 

楼

层 
𝝀𝒊
∗ 𝜷𝒊 𝜶𝒊 𝜸𝒊 𝜼𝒊 

薄 弱

层 

计 算

范围 

1 2.52 5 1.0 1.0 1.0 是  

2 2.38 4 0.83 1.06 1.03 否  

3 2.39 3 0.83 1.40 1.18 否 1～5 

4 2.39 2 0.83 2.10 1.45 否  

5 2.37 1 0.83 4.54 2.13 否  

 

表 5   柱的临界力及计算长度系数对比结果 

Table 5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olumn bearing 

capacity and calculated length factor 

柱 

 长度系

数法 

⑴ 

本文  

⑵ 

Ansys 

(3) 

(𝟏)

(𝟐)
 

(𝟐)

(𝟑)
 

AB 
𝑁𝑐𝑟 𝑃𝐸⁄  2.04 2.62 2.59 0.77 1.01 
μ 0.70 0.61 0.62 1.15 0.98 

EF 
𝑁𝑐𝑟 𝑃𝐸⁄  1.81 1.05 1.04 1.72 1.01 

μ 0.74 0.97 0.98 0.76 0.99 

AB及EF柱的计算结果及对比表明，本方

法与有限元的结果吻合较好，有较高的精度，

另外也可以看到：在 AB 柱的实际临界承载力

相比长度系数法计算结果提高了 27%，受到

的支援作用明显，而 EF 柱的临界承载力却高

估了 74%，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而无侧

移框架结构的稳定分析应考虑薄弱层柱临界

承载力由于受到支援而提高，也应注意到其

余层由于支援而引起的临界承载力产生下降

的现象。 

4  结  论 

（1）利用K-P模型，可将求解柱的临界力

转化为求柱中点的侧移刚度，使得临界力的

求解变得容易和方便。另外，也能较为清楚

地描述了结构失稳的物理意义，同时也验证

了稳定分析需进行整体分析的必要性，忽略

结构系统各个构件之间联系的计算长度系数

设计方法是存在缺陷的，需要进行修正。 

（2）本文推导了无侧移框架整体稳定临

界承载力的计算公式，可以很好地考虑不同

层柱之间的相互支援作用，准确地计算结构

在具体加载条件下的实际计算长度，弥补了

目前规范中计算长度系数法的不足。 

（3）本文方法可手算，便于掌握，且有

较好的精度，可供工程设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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