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交流会 
 

论 文 摘 要 集 

 
2016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 

苏州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前    言 
 

本论文摘要集收入近年来我国高层建筑结构领域的论文摘要 138 篇。这些摘要

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建筑结构领域，尤其是高层建筑结构领域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

提高，提供了在结构设计、计算分析及理论研究、减隔震及加固设计、试验研究、

抗风及防火、地基基础等领域的新成果和新技术，为工程技术人员在今后的设计、

施工和研究中提供参考。 

本论文摘要集的摘要按作者原文排版，内容和文字均未加变动，各篇摘要文责

自负。请读者借鉴引用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加以考虑。 

本论文摘要集由李建辉、王萍、王俊负责整理和编辑，肖从真审定，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建研科技工程咨询设计院部分同志参与了论文摘要集的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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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Rises of the Future Inspired by Nature 

 
 

Mark P. Sarkisian, PE, SE, LEED, BD+C 

Partner of Structural and Seismic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in the San Francisco office of 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LLP. 

His career has focused on developing innovative structural engineering solutions for over 100 major building projects—several 

among the world’s tallest—including the 421 meter-tall Jin Mao Tower in Shanghai, China; the 337 meter-tall Tianjin World 

Financial Center, Tianjin, China; the 412 meter-tall Al HamraFidrous Tower, Kuwait City, Kuwait;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China; and the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Light, Oakland, California. Mark holds nine U.S. Patents and five International Patents 

for high-performance seismic structural mechanisms designed to protect buildings in areas of high seismicity and for seismic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structural systems.  He has written and published a book titled “Designing Tall Buildings – 

Structure as Architecture,” and he teaches Integrated Studio Design courses focused on collaborative design opportunities that 

include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Pratt Institute.  He received 

his BS Degree in Civi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where he is a Fellow of the Academy of Distinguished 

Engineers, his MS Degree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from Lehigh University, and an Honorary Doctorate Degree from Clarkson 

University.   

Mark.Sarkisian@som.com 

 

ABSTRACT：Safe, efficient structural forms are abundant in nature.  The challenge, however, is to mathematically describe 

these forms and to derive behavior that is adaptable to constructible, cost effective building solutions. These 

adaptations, mathematical derivations that use nature’s mechanics in structural design,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regions of high seismic risk and have led to new innovations in structural systems. Many of 

these systems incorporate devices that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demand, alter behavior, and ensure optimal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theory has informed futuristic approaches to the design of tall buildings.  These 

approaches help to inform optimal use and placement of materials and unique architectural solutions. 

Examples of tall building designs using this method of conceptual development will be presented. Recent 

work illustrating these designs will be presented.  The projects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ypically incorporate non-prescriptive analysis and design approaches. These projects include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wind and seismic engineering.  In addition, new concepts that incorporate “mechanized” 

approaches to structures will be discussed. 

KEYWORD：Nature, Optimized, Seismic, Emergence, Tall Buildings 

 

1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biological organisms and systems has long fascinat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trinsic rules and 

relationships shape how elementary components can comprise complex organisms and systems. These rules and 

relationships often orchestrate growth of the higher-level system without global oversight or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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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OWTH 

 

Naturalists have long studied the growth of organisms of all scales to look for themes and patterns which 

transcend individual species. These principles can be applied to design to improve not only the efficiency of the 

structure, but to reveal aesthetically interesting built environments. 

 

3GENETICS ALGORITHMS 

 

Genetic algorithms (GA) have been used in a wide-range of applications for improved performance in numerous 

trades such as the aerospace, automobile, and medical industries. This simple, yet robust algorithm facilitates 

multi-variable and multi-objective searches in large, often poorly defined, search spaces. 

 

4 EMERGENCE 

 

An entity or process is called emergent if some quality is not realized when only considering sub-components 

independently. The principle of emergence is observed to free-form material optimization called topology 

optimization. Here, homogonous materials are analyzed and materials are re-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observed 

demand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5 RHEOLOGICAL BUILDINGS FOR THE FUTURE 
 

The envelope enclosure for structures represents the single greatest opportunity to consider flow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architectural, structural, and building service systems. A closed loop structural system integrated with the 

exterior wall and roof system that includes liquid-filled structural elements could provide a thermal radiator that 

when heated during the day could be used for building service systems such as hot water supply or heat for 

occupied spaces during the evening hours. Sensor devices could inform structural elements of imminent demand 

and initiate a state change in liquids that would be subjected to high compressive loads where buckling could 

occur. 

 

6 CONCLUSION 

 

Growth, genetics, and emergence are ideas which can guide designers towards efficient and innovative built 

environments.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low of material that can be manipulated to adhere to a seismic, 

temperature or safety condition can only inform us of new ways to design and build.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studies, emergence theory and flow can give us the basis for new structures that will no longer limit 

themselves by being 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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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连梁阻尼器研究与应用现状 
 

丁洁民 

教授博导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 

djm@tjadri.com 

丁洁民（1957-）,博士, 主要从事钢

结构、超高层建筑、大跨度建筑等复

杂结构的研究与设计咨询工作 

 吴宏磊 

高级工程师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 

8whl@tjadri.com 

吴宏磊（1982-）,博士, 主要从事超

高层、大跨度以及消能减震技术等

复杂结构的研究与设计咨询工作 

 

    

摘  要：传统普通钢筋混凝土连梁具有延性差、耗能能力低、震后修复困难等缺点。近年来，随着结构消能减震

技术在土木工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不同种类形式的阻尼器被开发出来，延性更好、耗能能力更强、

便于更换的耗能连梁阻尼器在超高层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首先介绍了连梁在高层建筑中的作

用，阐述了传统钢筋混凝土连梁在抗震设计中的缺点，然后针对目前超高层建筑中常用的两种连梁阻尼

器类型——金属耗能连梁阻尼器和粘弹性耗能连梁阻尼器，对其构造形式、工作原理、性能试验等方面

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总结，并列举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工程案例， 后对高层建筑粘弹性阻尼器的研究未

来做了展望。 

   关键词：连梁；金属阻尼器；粘弹性阻尼器；工程应用 

 

1 引言  

 

连梁在建筑结构，尤其是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结构中运用广泛。在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尤其

是我国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结构中广泛采用的框架-混凝土核心筒结构中，连梁既起着调节和保证剪力墙侧向

刚度的作用，又作为抗震第一道防线，起着消耗地震能量的作用。 

普通钢筋混凝土连梁是目前工程中 常用的连梁形式，连梁耗散的能量越多，越能保证整个结构的安

全，然而，普通连梁由于其自身的构造特点，使用中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从我国高层和超高层建筑高度不断增加、建筑体型逐渐复杂多变、高烈度区数量增长较快的特点看，

现有钢筋混凝土连梁的抗震性能显得捉襟见肘。延性更好、耗能能力更强、便于更换是连梁的发展趋势。 

 

2 连梁阻尼器发展历程            
 

上世纪 70 年代初，Paulay T.教授等提出斜对角交叉配筋的连梁。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学者提出通

过在连系梁高度中央开设长水平缝而将其分为两根梁，试验表明这类连梁实现了较为理想的弯曲破坏。 

在此基础上，钢连梁和组合连梁应运而生，墙体仍然是采用传统的钢筋混凝土。钢连梁或组合连梁的

耗能性能和延性都大大优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连梁，但震后不易修复或更换。 

鉴于此，Fortney 等研究人员 早明确提出了可更换的保险丝连梁的概念，连梁自身可以是钢筋混凝

土连梁、钢连梁或组合连梁，通过对连梁的部分截面进行削弱，或者在连梁上附加一个阻尼耗能部件。经

处理后的连梁，地震作用下产生的变形主要集中在中间削弱部分或加设的耗能元件上。此即目前已被广泛

应用的金属阻尼器。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4 

随着粘弹性阻尼材料在航空、航天、军工和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振动控制上的成功应用，适用于土木工

程结构减震(振)的粘弹性阻尼器应运而生。各国研究人员在普通粘弹性阻尼器的基础上对粘弹性材料进行

优化并对构造形式加以改进，研制开发出多种新型粘弹性阻尼器。 

 

3 连梁阻尼器性能研究现状 

 

(1) 金属耗能连梁阻尼器 

2007 年，滕军等研制了一种连梁阻尼器，该阻尼器的构造形式是在低屈服点钢板上开一列或多列长

条形孔。这种构造的阻尼器两端开孔安装高强螺栓的区域是刚性区，在地震作用下只产生微小的变形，中

间开槽部位为柔性区，地震作用下会产生较大的滞回变形，地震能量可通过柔性区滞回变形得到耗散。 

韩国 Dankook 大学的 Chung 等研究人员提出了在钢连梁的中部附加一个摩擦阻尼器，利用连梁剪切

变形促使螺栓高强螺栓与连梁产生相对位移，通过两者界面处的摩擦达到消耗地震能量的作用。 

(2) 粘弹性耗能连梁阻尼器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Renee MacKay-Lyons 等研究了一种粘弹性连梁阻尼器，由钢板及钢板之间的粘

弹性材料、以及缩减截面的保险丝组成，并通过算例验证了其可靠性。 

Chang K C 和 Soong T T 等人对 3M 公司生产的面积为 38.1mm2、厚度为 3mm 的粘弹性阻尼器进行了

试验研究。研究表明，激励频率越高，阻尼器变形应变幅值和加载循环次数越小，将导致阻尼器提供的附

加刚度增大；而较大的阻尼器变形和加载循环次数将导致粘弹性材料软化，但是在一定数量的加载循环次

数之后(依赖于环境温度和阻尼器应变幅值)，粘弹性材料的软化效应将趋于稳定。 

 

4 工程应用实例 
 

(1) 金属耗能连梁阻尼器 

i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水利学院综合实验楼，A 区部分为 5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采用软钢阻尼器来

控制薄弱层问题。软钢耗能器材料为 50mm 厚的 Q235 板材，分析表明，结构的首层减震控制效果达到

88%．顶层位移减震效果达到 83%。 

ii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某高层住宅，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其连梁中设置了剪切型阻尼器，利用

剪切板在平面内产生的塑性变形达到消能减震的目的，经试验和分析发现，结构布置阻尼器后， 大层间

位移角减少了 24%，整体延性系数提升了 18.75%，结构抗震性能得到明显的提高。 

(2) 粘弹性耗能连梁阻尼器 

i 宿迁市交通大厦用框架-筒体结构体系，采用粘弹性耗能支撑形式，地震反应计算表明，设置粘弹性

阻尼器后，在多遇、罕遇水平地震作用下，结构都处于弹性工作状态，水平位移反应明显减小，能分别满

足承载力与变形的要求。 

ii 宿迁市府东街小区采用有粘弹性耗能支撑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方案，结构分析计算表明，

安装了粘弹性阻尼器后，整个结构的阻尼比由原来的 5％增加为 10％。该减震方案既安全又经济 

 

5 发展前景 
 

相比传统钢筋混凝土连梁，耗能连梁具有优越的耗能能力，且不会占用其他的建筑空间，容易被建筑

接受，同时，方便在震后进行更换而不影响结构的正常使用。因此不论是对建筑师或者结构师来说，粘弹

性连梁阻尼器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消能减震手段，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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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层建筑核心筒结构收进若干问题探讨 

 
包联进1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

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blj0068@ecadi.com 

包联进（1971‐），工学硕士，上海

市抗震超限审查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等工

作，负责天津高银 117大厦，大连

绿地中心，CCTV新主楼以及中国

博览会综合体等工程的结构设计 

 

钱鹏 

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层

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qph1254@ecadi.com 

钱鹏（1980‐），工学博士，主要从事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等工作，主要参与

了天津高银 117大厦，大连绿地中心

和中国博览会等工程的结构分析与

设计工作 

 

陈建兴 

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层建筑设计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cjx10426@ecadi.com 

方义庆 

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层建筑设计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fyq13234@ecadi.com 

王佼姣 

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层建筑设计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wjj20195@ecadi.com 

 

摘  要：核心筒作为超高层建筑的核心部分，不仅承载着抗侧力结构的主要功能，而且还承载着容纳超高层建筑

内部各种垂直运输和机电设备的辅助功能。一般来说，超高层建筑电梯的需求数量和水平荷载作用下产

生的楼层倾覆力矩会随着楼层标高的增加而降低，因此核心筒结构随高度收进是一种合理的设计选择。

本文主要探讨核心筒结构由于不对称收进和墙肢收进尺寸过大等因素引起的若干结构设计问题，这些问

题主要包括：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墙肢会产生附加剪力、水平位移和在水平地震作用下，抗侧刚度的突

变会导致墙肢损伤严重等。针对这些问题，作者从工程实践角度，在墙肢收分形式、尺寸控制以及构造

措施等方面给出合理化建议，使得超高层建筑核心筒设计既满足建筑功能需求，又符合结构受力的要求。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核心筒收进；偏心弯矩；附加剪力；应力集中 

 

1 前言 
 

随着超高层建筑高度的不断增加，建筑功能也朝着综合化和混合化的趋势发展。沿塔楼高度，一般依

次布置办公类建筑和居住类建筑（公寓或酒店）。在塔楼高区，居住类功能对电梯需求减少以及高区电梯

数量大幅减少，电梯井道所占面积也相应减少。因此，结合超高层建筑上下区不同的功能需求和逐渐减小

的电梯井道空间要求，核心筒沿高度不断内收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核心筒收进在解决建筑功能、充

分利用结构材料的同时，也给结构布置或结构受力带来不利影响。基于目前我国超高层建筑大多采用框架

核心筒结构，探讨核心筒结构收进给设计带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 

 

2 核心筒剪力墙收进形式 
 

核心筒作为超高层建筑中极为重要的核心部分，不仅需要承担大部分的结构荷载，更需要容纳超高层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2BAJ07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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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内部各种垂直运输以及机电辅助功能，是整个超高层建筑能够顺利运转的关键要素。结合建筑功能分

布、建筑体型的收进，核心剪力墙沿高度收进主要有以下几种： 

1）核心筒区格划分收进； 

2）双翼墙核心筒退台收进； 

3）核心筒转换； 

4）地下室翼墙和腹墙收进。 

 

3 核心筒剪力墙收进带来的问题 
 

由于超高层建筑楼层较多，结构重量很大，核心筒承担的竖向荷载（包含核心筒自重）超过结构总重

量的 50%。同时，核心筒承担了大部分水平荷载以及引起的倾覆力矩。核心筒剪力墙收进分别在竖向荷载、

水平荷载以及混凝土收缩徐变作用下带来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竖向荷载作用下，墙肢产生附加剪力和水平位移； 

2）水平地震作用下，墙肢收进处的刚度突变引起墙肢损伤严重； 

3）考虑混凝土收缩徐变影响，竖向荷载下结构位移比弹性分析要大而且持续时间越长，影响越明显。 

 
4 解决措施 

 

为了解决核心筒非对称收进或收进尺寸较大时对结构带来不利影响，工程中主要从结构概念出发，先

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布置来减小墙肢所受的偏心力矩和刚度突变的程度，再从构造方面加强收进处墙肢的抗

剪承载力，主要方法如下： 

1）核心筒对称收进； 

2）核心筒斜墙转换； 

3）调整核心筒结构刚度； 

4）核心筒内墙收进； 

5）电梯机房外挂。 

 

5 结论 
 

1）在超高层建筑中，沿高度建筑体型收进以及建筑功能变化以及电梯数量的减少，核心筒结构也随

之收进是超高层建筑结构有机结合的产物。 

2）核心筒墙肢收进主要有墙肢取消、墙肢截面长度收进、斜墙过渡或者采用墙肢转换等形式。 

3）核心筒墙肢收进在竖向荷载作用下，产生局部偏心弯矩，在周边墙肢以及外框结构中引起附加剪

力，对整体结构产生水平变形，在软土地基中基础产生不均匀沉降；在水平地震力作用下，由于刚度突变，

在墙肢收进处产生应力集中或薄弱部位。 

4）核心筒墙肢采用对称收进、斜墙过渡等可有效降低局部的附加剪力；调整收进墙肢厚度，控制收

进尺寸等可缓和应力集中。 

5）如果核心筒收进尺寸较大，整体结构产生水平位移且不容忽视时，需要采用施工预变形；或者调

整墙肢厚度、墙肢布置等减少偏心荷载，使得墙肢轴压比相对均匀。 

6）从建筑布置角度，为了避免核心筒收进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可在核心筒外布置低、中区电梯，

在高区取消这些电梯井道后无需对核心筒进行收进。结构设计需要对电梯井道楼盖开洞对楼盖变形协调进

行复核并采取措施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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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结构 

 
                                

赵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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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玻璃作为结构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玻璃同时具备透光、高强、轻质、耐久等四项性能，

有别于其他结构材料，受到建筑师的青睐。全玻璃结构和玻璃 - 钢材混合结构，已经得到较多的采用。 

关键词： 玻璃材料；玻璃结构；夹胶玻璃；钢化玻璃 

 

1 玻璃的结构性能 
 

1.1 玻璃是独特的结构材料 

    不同于钢材、混凝土等传统建筑材料，玻璃本身是透明的；玻璃具有很高的强度，尤其是很高的抗拉

强度，钢化玻璃的抗拉强度标准值可达到 150N/mm
2
至 200N/mm

2
，仅低于钢材；由于强度高，玻璃构件厚度

很小，因而玻璃结构的自重很小，全玻璃墙的自重（包括玻璃面板和玻璃柱）在 80kg/m
2 
至 120kg/m

2
 范

围内，只为混凝土墙和砌体墙的 1/4 至 1/8；玻璃是化学稳定的物质，几乎没有能腐蚀玻璃的天然介质。 

    由于玻璃同时具备透明、高强、轻质、耐久四大特点，它成为独特的结构材料(表 1)。 

1.2 用于建筑结构的玻璃 

   1   钢化玻璃：将平板玻璃加热到玻璃软化点温度，用冷风迅速降温，对玻璃施加预应力，就成为钢 

化玻璃。 

表 1    结构材料的性能 

材      料 透明 高强 轻质 耐久 

玻      璃 O O O O 

钢材和不锈钢材 X O O O** 

铝      材 X X O O 

混凝土 X X X O* 

砖、砌块、石材 X X X O 

聚碳酸酯材料 O X O X 

  *  铝材的耐久性取决于镀膜或涂装的质量 ；        ** 不锈钢耐腐蚀，钢材的耐久性取决于防锈措施。 

   钢化玻璃的强度可以达到平板玻璃强度的 3 倍到 4 倍，可以更好地满足结构受力的要求。此外，如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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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钢化玻璃破损时，碎裂为颗粒状钝角小块，避免对人体产生严重伤害。 

 2  夹胶玻璃：夹胶玻璃又称夹层玻璃。用于玻璃结构的玻璃，其厚度为 6mm 至 22mm。为满足结构截面的

受力厚度，或者为了提高玻璃破碎后的安全性，常常将几片玻璃用胶片粘结为一个整体。当采用 PVB 胶片

时，夹胶玻璃的承载力和刚度等于各片玻璃的承载力或刚度之和；采用 SGP 胶片时，夹胶玻璃的等效厚度

可采用各片玻璃的厚度之和，因而其承载力和刚度极大地提高。 

1.3  超大尺寸玻璃 

    目前常用玻璃的长度在 8m 以内，各国热弯夹胶钢化玻璃的长度一般不超过 6m。超过长度的结构构件，

用不锈钢板和不锈钢螺栓连接而成。 

    2012 年，中国已经生产世界 大尺寸的玻璃。目前生产 大的玻璃为 18m X 4m，厚度 大为 25mm。

并且具备了相应的钢化、热弯、夹胶的能力。中国的超大玻璃已经为国内外的玻璃结构提供了强大的技术

支持。 

     玻璃结构常用于板，包括墙板和承重楼板。此外，用于主要承重结构时，有梁、柱和框架。 

 

2  玻璃结构 
 

2.1  梁式结构 

    玻璃梁通常作为玻璃采光顶的支承结构，用于高层建筑的顶部、裙房以及大型公共建筑。为了安全，

采光顶的面板和承重梁都必须采用夹胶玻璃。 

    玻璃梁通常采用铰支座，按简支梁计算。                       

     玻璃采光顶的夹层玻璃面板可以周边支承，也可以采用点支承。按照其支承条件分别进行计算，通

常多采用板的有限元分析软件。 

2.2 玻璃柱 

    玻璃柱在受弯平面内截面尺寸很大，可以到 800mm 或更多；而在受弯平面外，受玻璃厚度所限，通常

很小。为提高平面外的稳定性，除高度较小（通常高度 6m 以下）时可以采用底部支承外，多数情况下采

用顶部悬挂的支承方式，使玻璃柱处于拉弯的受力状态。当玻璃柱的高度很大时，常采用多片玻璃夹胶以

增大玻璃的厚度，从而加大玻璃柱截面的宽度。 

    玻璃柱上下端均采用铰支承，承受玻璃面板传来的自重、风荷载和地震力。玻璃面板可以采用边缘支

承方式或点支承方式与玻璃柱连结。 

    玻璃柱较高时,可以采用不锈钢板将几段玻璃柱连接为长柱。 

    玻璃柱平面外刚度很小，其平面外稳定性问题要有足够的注意。虽然玻璃柱的一侧有玻璃面板作为平

面外的支撑，但是另一侧玻璃柱是无约束的，当承受风吸力时，自由边受压，存在失稳的危险。因此·，

当玻璃柱的高度大于 8m 时，应考虑玻璃柱的稳定问题；大于 12m 时，必须进行平面外稳定性计算。必要

时增加平面外的支撑。 

    平面外支撑可以采用水平玻璃梁、水平不锈钢撑杆、水平不锈钢板等。厦门国际会议中心玻璃柱采用

不锈钢板水平梁式支撑，不锈钢梁自重由竖向不锈钢吊杆支承。 

    2015 年，杭州浙商财富中心的全玻璃大堂创造了全世界 高玻璃柱的记录，玻璃柱高度达到 28m。玻

璃柱分为 3段，在现场安装、就位、连接。玻璃柱截面高度 850mm，截面厚度 104.1mm，采用 5片 19mm 超

白钢化玻璃用 2.25mm 厚的 SGP 高强胶片夹胶。三段玻璃柱构件用不锈钢板和不锈钢螺栓现场连接。柱的

上下端均采用不锈钢夹板形成铰支座。 

2.3  超大尺寸玻璃面板 

     我国已有多家玻璃公司可以生产世界 大规格的玻璃平板（18m X 4m X 25mm），并且北京玻璃公司

已具有相应的钢化、热弯、夹胶等深加工能力。所以目前世界各地的超大玻璃面板均由中国供应。 

     2012 年，我国首先生产了 12m X 2.6m 热弯、钢化、夹胶玻璃，供应上海苹果店，打破了国外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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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6m 的局限。12 块弯曲玻璃，每块玻璃价格达到 RMB 120 万元。从此，更大规格的面板玻璃不断供

应客户要求。 

 2.4   无立柱玻璃板外墙 

    2015 年，形状如同巨型飞碟的苹果公司总部在美国加州兴建，玻璃外墙采用 14m X 3.3m 的超大热弯、

钢化、中空玻璃，玻璃加工设备由中国供应。玻璃外墙不设玻璃柱，全部荷载由玻璃板单独承担。 

    美国 TBS 华盛顿总部办公楼，外墙全部为一层楼高的热弯玻璃，由上下层楼面结构简支，玻璃尺寸为

3.2m X 1.5m。室内向外望非常通透。 

    同样的设计也在巴黎的 UNIC 项目 13 层住宅中采用，全部外墙为无玻璃柱支承大尺寸玻璃板，连外挑

阳台的栏板也全部采用透明玻璃。 

 2.5  玻璃框架 

    全玻璃建筑要求采用透明的玻璃框架。玻璃框架的梁柱构件受力很大，要采用夹胶钢化玻璃。框架梁

柱节点为刚性连接，可以采用不锈钢板和不锈钢螺栓连接，也有工程采用胶接。     

     2000 年建成的第一个苹果店，位于纽约曼哈顿第五大街，由于当时没有超大玻璃，玻璃面板沿高度

分为 3 块，玻璃柱整根，高度 9m，5 片 15mm 玻璃夹胶。玻璃框架梁柱用不锈钢螺栓连接，双向布置，顶

部成为交叉梁系。 

    此后,苹果店大量采用玻璃框架结构。上海浦东苹果店 2012 年首次采用了 12 块高度达 12.6m 的整片

超大玻璃，相应布置了 12 榀 12.6m 高的玻璃框架，汇交于顶部的玻璃环梁上。其中 4 榀组成正交的门式

框架。     

    2014 年建成的北京三里屯苹果店采用 L 形玻璃框架，梁柱一体，由一块玻璃切割而成。 

2.6  玻璃楼梯     

    在玻璃建筑中，楼梯自然也采用玻璃结构。玻璃楼梯，无论直楼梯还是螺旋楼梯，都以扶手栏板为承

重主梁，楼梯踏板安装在栏板上。栏板和踏板都采用夹胶玻璃以保证安全。踏板通常由 3 片玻璃夹胶，面

层玻璃常用刻花玻璃防滑。 

 

3 玻璃结构设计的一些问题 
 

玻璃虽然强度高，但毕竟是脆性材料，而且玻璃构件很薄，所以设计时必须进行认真的强度和刚度计

算，玻璃柱还应考虑侧向稳定的问题。曾经发生过玻璃结构在强风作用下破坏的事例。如世界上建筑面积

大的单体工程—成都环球中心的玻璃墙，2016 年 8 月 7 日，12m 高的玻璃柱在强风作用下破坏，导致玻

璃墙大面积塌落。 

3.1  玻璃的材料力学性能 

   1  强度设计值 

    玻璃是脆性材料，一直到临近破坏，应力与应变几乎是直线关系。玻璃的总设计安全系数 K 一般取为

2.5。考虑到主要荷载风力分项系数 K1为 1.4，所以材料分项系数 K2取为 1.8。按照《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

范》 JGJ 102 的规定，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2 的规定采用。表 2 中端面指玻璃切割后所形成的表面，

其宽度等于玻璃的厚度。边缘指临近端面的玻璃表面，因切割产生微裂缝，强度有所降低。 

    玻璃存在许多微观裂缝，在持续应力作用下，其后期强度会降低。因此，采光顶的玻璃面板、玻璃梁、

长期水压作用下的水族箱板、水池底板等永久性受力的玻璃构件，其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2 数值的 50%采用。 

   2  其他力学性能 

    玻璃的弹性模量 E为 0.72 X 10
5
 N/mm

2
，玻璃的线膨胀系数为 1.0 X 1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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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玻璃的强度设计值 gf （N/mm2） 

种类 厚度（mm） 大面 端面 边缘强度 

平板玻璃 

5～12 28.0 20.0 22.0 

15～19 24.0 17.0 19.0 

≥20 20.0 14.0 16.0 

钢化玻璃 

5～12 84.0 59.0 67.0 

15～19 72.0 51.0 58.0 

≥20 59.0 42.0 47.0 

注：1  夹层玻璃和中空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可按所采用的玻璃类型确定； 

    2  当钢化玻璃的强度标准值达不到平板玻璃强度标准值的 3 倍时，表中数值应根据实测结果予以调整； 

3.2  内力分析和截面计算 

玻璃可以认为是弹性均质材料，按弹性构件进行内力分析，并采用通行的弹性内力分析软件。截面计

算可按材料力学方法进行。 

3.3   相关钢结构设计 

与玻璃结构相关的钢结构，包括钢—玻璃混合结构的钢结构部分，按《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进行。采用不锈钢板连接玻璃构件，连接计算也按钢结构的方法进行。 

 

4  结语 
      

对于大多数结构设计人员来说，玻璃是一种尚待熟悉的结构材料，玻璃结构设计经验还较少。近年来

建筑师采用玻璃结构逐渐增多，结构设计也开始接触这一领域。新材料、新结构，对于我们将是新的机遇。 

 

 

 

 

 

 

 

 

 

 

 



 

 

 

 

 

二、 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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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乐清体育中心大跨度屋盖的结构设计情况。该项目一场两馆均采用索桁式体系，体育场屋

盖为典型的柔性结构，体育馆、游泳馆则为杂交空间结构。基于广义逆、动力松弛法采用迭代算法进行

一场两馆索杆部分的形态分析，同步获得索杆形状与预内力分布。体育馆、游泳馆可视为用单层曲面网

格结构替换上弦索的空间索桁体系，对该网格结构进行找形分析以改善稳定性。由于结构的强几何非线

性，对所有荷载组合进行非线性计算，通过ANSYS二次开发进行杆件设计 ，一场两馆各工况下的性能

及杆件截面均满足设计要求。 

关键词：索桁式体系；柔性结构；杂交空间结构；形态分析；几何非线性 

 

1 工程概况 

 

乐清体育中心项目由1.5万座体育场、1363座游泳馆和6000座体育馆三个单体及相关附属建筑组成。

体育场建筑南北长约为 229 米，东西宽约为 211 米，柱顶标高为 42 米，覆盖 PTFE 膜材。体育馆呈椭圆型，

南北长约为 148 米，东西宽约为 128 米，屋面 高标高约为 28 米，覆盖刚性屋面。游泳馆亦呈椭圆型，

南北长约为 132 米，东西宽约为 108 米，屋面 高标高约为 27 米，覆盖刚性屋面。一场两馆三个单体总

建筑面积约为 60792 ㎡,其中体育场建筑面积为 2.06 万㎡，体育馆为 21796 ㎡，游泳馆为 18165 ㎡。 

 

2 结构布置  

 

体育场屋盖首次采用非封闭新月形大跨度空间索桁结构，跨中刚度薄弱位置采取上下弦索交叉、环索

分叉的措施改善结构性能。体育馆、游泳馆屋盖首次采用索桁式弦支结构，可将其视为刚性杆件代替上弦

                                                        
基金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NO: 13ZR1430500）；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重点）（NO：14ZZ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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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索桁结构，其中体育馆是目前跨度 大的杂交空间结构。 

 

3 主要结论 

 

对体育馆、游泳馆刚性杆件进行找形分析，得到的几何外形光滑且结构性能表现优异。对于一场两馆

的索杆部分，形态分析时采用迭代算法同步求得外形与预内力分布。结构设计时进行了包含所有荷载组合

的非线性计算，并通过 ANSYS 二次开发完成了荷载效应分析与杆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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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中心•裕景(公建)项目 

巨型支撑与组合巨柱设计 

 
谭明                                                    陈添鹏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tanm959@163.com  

谭明（1964-），硕士，主要从事超高层                                  陈添鹏（1986-），本科，从事结构设 

和钢结构设计工作，主持大连中心•裕景                                 计与计算工作，参与大连中心•裕景 

（公建）、大连世界金融中心等超高层结                                 （公建）、大连欧力士总部等超高层 

构设计工作。                                                       结构设计工作 
 

陈阳 

工程师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摘  要：大连中心•裕景（公建）项目位于大连市商业中心区，超塔 ST1 和 ST2 采用巨型支撑框架-混凝土内筒混

合结构。ST1 建筑总高为 383 米，地上 80 层，是大连已建成的 高地标性建筑。本文主要介绍其与众不

同的巨型支撑和组合巨柱的结构设计，包括相关计算分析与结构构造。该项目的设计实践对国内超高层

混合结构中的巨型结构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超高层结构；巨型结构；抗侧力结构体系；巨型支撑；组合巨柱；计算长度；延性 
 

1 工程概况 
 

大连中心•裕景（公建）项目位于大连市的商业中心区，其中包括超塔 ST1（地上 80 层）、超塔 ST2（地

上 62 层）、商业裙楼（地上 6 层）以及连为一体的 4 层整体地下室，总建筑面积约为 48 万平米。ST1 建筑

总高为 383 米，ST2 建筑总高为 279 米，采用巨型支撑框架-混凝土内筒混合结构，设有内、外筒双重抗侧

力结构。内筒为钢筋混凝土核心筒；外筒为沿建筑外立面布置的巨型支撑框架，包括布置在建筑角部的 5

根组合巨柱、每 15 层一道转换桁架及跨越 15 层的巨型支撑。其中，巨型支撑和组合巨柱均为结构的关键

受力构件。 

 

2 巨型支撑设计 
 

超高层结构设计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抗侧力结构体系，其经济性也主要取决于设置能有效抵抗水平

力的结构体系。在框架结构中附加斜支撑是一种极为有效和经济的抵抗水平力的手段，其中传力短捷的对

角中心支撑效率较高。 

本工程在国内率先采用巨型支撑与次框架柱分离的布置方式。巨型支撑与次框架重叠布置在同一立面

内，以减少结构构件对建筑空间的占用。次框架柱从巨型支撑的开孔中穿过并预留足够间隙，二者不连接；

次框架梁与巨型支撑铰接，在避免传递弯矩的情况下，次框架梁还可对巨型支撑提供一定的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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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支撑的承载力需满足重力荷载、风荷载和地震荷载的作用。为考察其局部应力分布，采用有限元

程序 ANSYS 对开孔处的局部应力进行计算分析。巨型支撑作为主要通过轴力传递荷载的关键构件，其计算

长度的确定及稳定性分析，是结构设计需要重视的问题。巨型支撑与转换桁架、组合巨柱及楼面钢梁相连，

不同杆件之间相互约束，支撑的计算长度系数需要通过其所在结构单元的整体屈曲分析合理确定。 

 

3 组合巨柱设计 
 

本工程的组合巨柱具有下列特点：双向受力，承受轴力、弯矩、剪力共同作用；截面尺寸大， 大边

长3.2米；非双轴对称截面，直边、弧边五边形；复杂截面型钢布置，有箱形、工字形、圆管型钢。在组

合巨柱设计中，型钢与混凝土能否协调变形，是二者共同工作的关键条件，而型钢的构造起着重 

要的作用。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我们采用有限元程序 ANSYS，分别对采用分离式和实腹式不同型钢构造的

组合巨柱进行应力计算与分析。为保证组合巨柱的抗震性能满足设计要求，根据构件试验和有限元分析结

果，经多次论证，施工图设计过程中优化和改进了组合巨柱的型钢布置， 终采用整体实腹式焊接型钢。

优化后的截面提高了巨柱的实际承载力；可确保组合巨柱在双向受力时整体工作，并具有良好的延性；整

体实腹式型钢还可减少现场安装的吊装次数，提高垂直运输效率。 

 

4 结语 
 

巨型支撑框架抗侧力结构体系具有结构效率较高、经济性较好的特点，适用于超高层结构设计，特别

是 300 米以上的超高层结构。 

本工程巨型支撑设计在国内率先采用与次框架柱分离的构造。通过有限元计算分析，解决了巨型支撑

开孔和稳定计算问题，确保支撑的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使巨型支撑在满足建筑使用需求的同时，实现了

传力可靠、结构高效。 

对于大尺寸、非对称截面的组合巨柱，承载力和延性与型钢的构造有着密切的关系。本工程组合巨柱

设计采用有限元计算分析，比较了采用分离式与实腹式不同型钢构造的应力分布规律，结合巨柱的构件试

验成果，优化和改进了组合巨柱的型钢构造， 终采用整体实腹式焊接型钢。优化后的巨柱提高了实际承

载力，并具有良好的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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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沈阳中环广场超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谭 明                                                          刘华巍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tanm959@163.com  

谭明（1964-），硕士，主要从事高层建筑结构和                                  刘华巍（1976-），硕士，主要从事高层建筑结构和 

钢结构设计工作，主持大连中心•裕景（公建）、                                  混凝土结构设计工作，参与沈阳华强广场，南华沈 

南华沈阳中环广场等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阳中环广场等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摘 要：沈阳中环广场南区项目位于沈阳市大东区，项目由整体地下室和 A座住宅塔楼（高度 158.95 米）、B座住

宅塔楼（高度 158.5 米）、C座公寓塔楼（高度 163.9 米）及地上多层裙房组成。地下室为整体不设缝满

铺地下室，平面尺寸为 208 米×70 米。地上塔楼部分采用剪力墙结构，高度超限。针对三栋塔楼利用 YJK

和 MIDAS 两种程序进行小震作用下的弹性计算和弹性时程分析，并对关键构件进行了补充计算， 后进

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静力弹塑性计算分析。结合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提出了该工程的抗震加强措施，

通过结构设计的优化控制了结构自重和经济性，为类似超限高层结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超限高层；稳定性验算；静力弹塑性分析  
 

1 工程概况 
 

沈阳中环广场南区项目位于沈阳市大东区。主要建筑功能：商业、住宅、公寓。 

本项目由整体地下室和三栋塔楼（A座、B 座、C座）与地上多层裙房（3-1#、3-2-3#、3-4#）组成。

地下室为整体不设缝满铺地下室，平面尺寸为 208 米×70 米。地上部分 A座、B 座、C座带一至二跨裙房，

裙房共 5 层，周边设防震缝与其他裙楼脱开。总建筑面积 170004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 137200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为 32804 平方米，其中 A 座为住宅，结构高度 158.95 米，共 50 层，地上建筑面积为 33993

平方米；B 座为住宅，结构高度 158.50 米，共 49 层，地上建筑面积为 32804 平方米，C 座为公寓，结构 

高度 163.9 米，共 44 层，地上建筑面积为 36055 平方米。 

     

2 地基及基础 
 

本项目±0.000 相当于绝对标高 50.350 米。3 层满铺地下室整体不设缝，平面尺寸为 208m×70m。地

下室无人防要求。基础形式为筏板基础，地下室结构体系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塔楼范围

内筏板厚度 h=2800mm，以圆砾为基础持力层，本工程在设计基础计算地基承载力时采用原位实验结果，充

分利用地基承载力。通过对结构自重的计算，可以得出结构自重可以平衡地下水的浮力，满足结构整体及

局部抗浮需要求。 

 

3 上部主体结构 
 

A 塔楼、B 塔楼和 C 塔楼均采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结构布置相似。以 B 塔楼为例，结构长宽比

分别为 1.72，结构平面两个方向的尺寸相差比较大。设计中采取调整剪力墙厚、梁柱截面尺寸等措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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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两个方向上结构的侧向刚度尽量一致。根据建筑要求，在二层楼面有局部楼板有较大开洞，所以针对

穿层墙肢进行抗震性能化设计。塔楼剪力墙墙体厚度由底层的 550mm 向上渐变为 200mm，混凝土强度等级

由底层的 C60 向上渐变为 C30。 

 

4 主要计算结果 
 

本工程分别采用 YJK 和 Midas Building 程序进行三维整体内力位移计算，经复核，两个程序的计算

结果基本一致。采用 YJK 程序的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的补充计算，采用 Midas Building 进行

了 7 度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静力弹塑性分析。分析及计算结果均满足抗震设防要求。 

 

5 关键设计问题 
 

A、B 塔楼因为建筑功能需要，角窗部位不能设置墙体，抗震设计中为保证结构整体延性及刚度，对该

处的墙、梁、板均设置了相应的加强措施。 

本工程A楼，B楼,C楼在一层底到二层顶位置均出现穿层墙肢，设计中对二层楼板局部有较大开洞处进

行了相应的处理，同时进行了穿层墙体P-δ效应验算。 

 

6 结语 
 

本工程属于高度超限结构，根据结构体系和受力特点，制定了合理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和加强措施，

对关键部分构件提出了比规范要求更高的抗震要求，确保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通过结构抗震计算和性能

设计，可以满足设定的各项抗震性能目标。 

对本工程特殊部位结构和关键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可供同类工程参考： 

（1）沈阳地区土质承载力较好，利用原位静载荷试验的结果，充分利用地基承载力，可以大大减小

基础筏板的钢筋混凝土用量； 

（2）在静力弹塑性分析中，可通过多次推覆来判断和加强超高层建筑的薄弱部位，进而使其满足“大

震不倒”的抗震目标； 

（3）对于不能设置墙肢的角窗部位，可通过对周围墙体及楼板的加强以提高整体结构的延性及刚度； 

    （4）对于穿层墙肢可通过手算和电算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设计弯矩、设计轴力对实际配筋进行验算，确保

其在中震情况下有足够的安全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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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S 形超高层结构设计 
 

周建龙3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超

高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jianglong_zhou@ecadi.com 

周建龙（1965-）建设部超限高层

建筑审查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抗震

超限审查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持完成的工程主要有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南京紫峰大厦、2010

上海世博会世博演艺中心以及上

海南站等 

 

钱鹏 

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超高

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qph1254@ecadi.com 

钱鹏（1980‐），工学博士，主要从事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等工作，主要参与

了天津高银 117大厦，大连绿地中心

和中国博览会等工程的结构分析与

设计工作 

 

包联进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超高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blj0068@ecadi.com 

童骏 

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超高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tj@ecadi.com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一幢位于高烈度区的、高高宽比且整个建筑外形为S形的超高层结构的设计。首先，为了

减小结构所受的地震作用，并且提高结构的抗侧刚度，整个结构采用了“外框架+支撑核心筒+伸臂桁架”

的钢结构抗侧力体系，通过分析证明该结构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其次，着重阐述了S形建筑外形对结构

受力不利影响和应对措施。 后，对项目采用粘滞阻尼器方案进行了评估。 

关键词：超高层；S 形；外框架+支撑核心筒+伸臂桁架；粘滞阻尼器 

 

1 工程概况 
 

某超高层塔楼为一幢纯办公建筑：地下 3 层，地上 56 层，标准层层高 4.2m，总高 248m。平面形状为

矩形，尺寸为 78.8mx32m， 大高宽比为 8.23，建筑总面积约为 14 万 m2。建筑长边沿东西向布置，短边

沿南北向布置。整个建筑的南北立面为 S 形平面，东西立面为 S 形曲面。 

该工程的结构设计基准期为 50 年，安全等级为一级。上部结构的嵌固端为地下室顶板。抗震设防烈

度为 8 度，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30g，建筑场地类别为 III 类，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抗震设防类别为乙

类。建筑高度属于超 B 级高层建筑。基本风压取 50 年一遇基本风压 0.6kN/m2，地面粗糙度取 C 类。 

 

2 结构体系与不规则性 
 

本项目位于高烈度地震区且结构高宽比大，本项目位于高烈度地震区且结构高宽比大，因此减小地震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2BAJ07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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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提高结构的抗侧刚度尤其横向抗侧刚度成为结构设计的重点。整个结构采用“外框架+支撑核心筒+

伸臂桁架”组成的双重抗侧力的钢结构体系。本结构主要为高度超限和竖向不规则的结构体系。 

 

3 结构分析与设计 
 

结构总质量为 138,100t，其第一周期为 Y 向平动，大小为 6.519s；第二平动周期为 X 向平动，大小为

5.500s；第三周期为扭转，大小为 5.473s。扭转周期比为 0.827，小于规范限值 0.85。水平荷载作用下，X

向 大值为 1/303，Y 向 大值为 1/258，均满足规范要求。刚重比与剪重比也都满足规范的要求，本结构

体系各项设计指标已基本满足规范的设计要求。 

 

4 S 形外形对结构受力的影响 
 

本结构在东西立面内沿 Z 轴呈 S 形波动，所以结构的大部分楼层的质心与刚心均不重合，导致结构在

竖向荷载就会产生的较大倾覆力矩，部分楼板的应力较大，并在 Y 向地震作用下会产生较大的扭矩，从而

对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5 采用粘滞阻尼器方案的评估 
 

设置粘滞阻尼器后，结构基底剪力平均可减小约 13.3%，阻尼器的减震效果较好。 

 

6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一幢位于高烈度区的、高高宽比且整个建筑外形为 S 形的超高层结构的设计。为了减小

整个结构的地震作用和提高结构的抗侧刚度，本项目采用了“外框架+支撑核心筒+伸臂桁架”钢结构双重

抗侧力体系，楼盖采用钢梁和压型钢板组合楼板。 

通过计算分析，结构的各项指标均满足规范要求。但由于本结构的东西立面沿高度呈 S 形变化，所以

结构的大部分楼层的质心与刚心不重合，会对整个结构产生如下不利影响： 

（1）在竖向荷载作用下，整个结构就会产生倾覆力矩； 

（2）在竖向荷载作用下，部分楼层的楼板拉应力 高可达 10MPa，已超过混凝土的拉应力设计值； 

（3）在横向地震作用下，楼层的偏心会产生较大的扭矩，对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后本文还对在设备层设置粘滞阻尼器来降低本结构所受的地震作用进行了评估，分析的结果表明采

用阻尼器后，结构基底剪力平均可减小约 13.3%，减震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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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文馆结构设计 

 
李亚明 

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liym@siadr.com.cn 

李亚明（1960-），主要从事复杂空间

结构的设计研究，主持中国航海博

物馆、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上海辰

山植物园等项目设计工作  

郜江 

工程师 

上海科技馆 

gaoj@sstm.org.cn 

郜江（1966-）主要从事上海自然

博物馆、上海天文馆等的设计管理

工作  

贾水钟 

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jiasz@siadr.com.cn 

贾海涛 

工程师 

上海科技馆 

jiaht@sstm.org.cn 

张良兰 

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zhangll@siadr.com.cn 

潘其健 

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panqj@siadr.com.cn 

 

摘  要：上海天文馆建筑结构复杂，在建筑材料上集钢结构、混凝土、铝合金于一体，在结构体系上又集框架、

剪力墙、网壳、网架、空间桁架、混凝土壳体等结构于一身，而在形态上还集大悬挑、大跨度、大开洞、

不规则曲面等，属于在形态、材料和体系上均特别不规则的结构。同时，根据建筑设计理念的要求，结

构各个部位均有其特殊之处，如倒转穹顶、悬浮球体、圆洞天窗等，体现了建筑结构与天文常识之间的

完美统一。结构设计时通过采取合理的计算手段和概念设计的方法，力求尽可能简化各部位结构体系，

并使结构尽可能契合建筑效果的要求，实现建筑结构设计的一体化，同时通过采取合理而有效的节点构

造，保证结构各部位之间的连接安全有效，从而保证荷载在结构上的有效传递。 

关键词：悬挑结构；网壳结构；混凝土壳体；铝合金结构 

 

1 工程概况 
 

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项目位于浦东新区的临港新城，北侧是环湖北三路，西侧是临港大道，

南面和东面均为市政绿地，总用地面积 5.86 公顷。整个地块内建筑包括二部分：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附

属建筑由魔力太阳塔、青少年观察基地、厨房（餐厅）、大众天文台和垃圾房组成。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8162.57 平方米，包括地上面积 24724.09平方米和地下室面积 12526.98 平方米。

基地内有两组建筑，主体建筑面积 35369.85 平方米，魔力太阳塔、青少年观测基地、厨房（餐厅）和大众

天文台四者的合计面积是 1848.42 平方米。地面建筑不超过三层，其中主体建筑地面以上三层，地下一层，

总高度 23.95m；青少年观测基地地上一层，总高 4.75m，厨房（餐厅）地上一层，总高度 7.55m；魔力太

阳塔地上两层，总高度 22.5m；大众天文台地上两层，总高度 21.5m。 
 

2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结构概念设计方法对上海天文馆项目结构进行结构体系的选择、结构杆件的布置，并通过通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课题《上海天文馆工程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15dz120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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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限元计算软件对结构各项性能进行详细分析，再对计算结果进行科学判断，保证结构能够满足安全、

经济、实用的设计目标。 

 

3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为： 

（1）详细介绍上海天文馆项目结构体系、结构布置； 

（2）对于结构重点部位进行重点介绍，突出其设计特点； 

（3）介绍结构计算结果，如嵌固端条件复核、正常使用状态下的挠度、承载力极限状态下的强度等。 

 

4 主要结论 
 

    上海天文馆项目结构为多材料、多体系组成的混合结构体系，结构形态及受力均非常复杂，通过合理

的计算手段和结构布置，其各项性能均满足规范要求，该项目的设计经验能为类似项目提供一定的借鉴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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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江路商务中心结构设计 

 
闫海华 

高级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haijieming@126.com 

闫海华（1978-）,硕士, 主要从事结

构设计，参与苏州园区交通银行等

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袁雪芬 

研究院级高级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Xuefen .yuan@siad-c.com 

袁雪芬（1969-），硕士，主要从事

高层建筑结构研究，主持完成苏州

中心北区、丰隆城市中心、文旅万

和等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摘  要：南溪江路商务中心是集商业、酒店、写字楼于一体的综合性大楼，存在局部楼板不连续，竖向体型收进

不规则等主要超限特点。采用两种软件及多模型对结构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表明，结构具有充分的抗震

能力，其工作状态及性能均能达到预期性能目标和规范要求。 

关键词：楼板；不连续竖向收进；不规则楼板应力；性能化设计；加强措施 

 

1 工程概况 
 

南溪江路商务中心主体建筑是集酒店、写字楼、商业、地下商业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为

120585m
2
。地上建筑共 2幢塔楼，其中办公塔楼为 19 层，主体高度 85.3 米，典型层高为 4.2m；酒店塔楼

为 16 层，主体高度 67.8 米，典型层高为 3.7m。底部 4 层为裙房，其功能为银行、商业、餐饮及配套辅助

功能区，总高为 22.5m。地下部分为 2 层地下室，其主要功能为地下停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下室南北向总

长为 283.4m，东西向总宽为 82.3m。 

 

2 结构特点  
 

本建筑一至四层为大厦裙房，裙房二~四层平面有较多楼板开大洞且贯穿多层，三层多功能厅、宴会

厅等大空间上方挑空，使该部分楼板局部不连续，且建筑平面很不规则，结构平面整体性较差；受建筑平

面功能及立面要求，本工程塔楼与裙房整体相连，塔楼严重偏置于裙楼主体的一角，致使结构平面形状极

不规则，主体结构整体扭转效应较大，且上部楼层竖向体型收进不规则；办公塔楼框架筒体结构内筒偏置，

且塔楼入口门厅二层及九层、十层、十二层、十三层、十五层、十六层、十八层、十九层均局部挑空，存

在穿层柱，导致局部长短柱共用；为达到立面效果，办公塔楼自十四层起边跨框架柱为斜柱，致使该部分

框架柱受力复杂，对抗震更加不利。 

 

3 结构分析及超限设计的主要抗震措施 
 

本工程存在扭转不规则，竖向不规则及楼板局部不连续三项不规则超限，设计中采用 PKPM 和 ETABS

两种软件进行结构计算分析，计算结果均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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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四层裙房为重点设防类，办公塔楼及酒店塔楼裙房部分框架及剪力墙的抗震等级均提高为二级；

办公塔楼裙房以上框架的抗震等级为三级、中部核心筒剪力墙抗震等级提高为二级；酒店塔楼裙房以上框

架和剪力墙的抗震等级为三级；裙房四层大跨度钢桁架及其支承框架柱抗震等级提高为一级。 

并补充计算小震作用下的弹性时程分析，计算结果均满足规范要求；对穿层柱及斜柱采用小震与中震

弹性分析结果包络设计；本工程平面属超长结构，补充楼板应力分析，并根据计算结果调整楼板配筋。 

本工程针对超限设计采用的抗震措施： 

1) 本工程塔楼筒体剪力墙布置尽量规整、均匀、对称，且上下连续贯通，使建筑物具备合理的双向

刚度，并尽可能使结构的刚度中心和质量中心重合，以减少整体扭转；同时在裙房适当部位增加部分剪力

墙，控制主体结构的扭转位移比及周期比满足规范要求；并要求塔楼主体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中震受弯、

受剪弹性。 

2) 采用 SATWE 程序，主体结构进行多遇地震（小震）作用下的结构时程分析,充分考虑扭转不规则、

楼板不连续及竖向体型收进不规则等对整体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根据分析结果，针对薄弱部位采取

相应的加强措施。 

3）办公塔楼 13 层以下框架柱均采用型钢混凝土柱，酒店塔楼 9 层以下中部框架柱均采用型钢混凝土

柱，以控制柱断面并改善其延性，提高其承载能力，从而提高整体结构抗震性能。 

4）本工程塔楼主体结构按不考虑裙房后单独进行整体内力位移计算，控制主体结构各项指标满足规

范要求，以进一步提高其抗震性能，确保主体结构安全。 

5）对于办公塔楼二层及挑空处穿层柱，根据等剪力法计算原则，按穿层柱周边普通框架柱 大剪力

对其进行复核并加强配筋，适当提高其承载能力。 

6）办公塔楼主体结构中核心筒部位较多的深连梁，为保证其耗能能力，其内部拟配置交叉暗撑，以

提高其延性。 

7）考虑到本工程属竖向体型收进不规则的复杂高层建筑，控制上部收进结构的底部楼层层间位移角

不大于相邻下部区段 大层间位移角的 1.15 倍；同时体型收进部位以上 2 层塔楼周边竖向构件的抗震等

级提高至二级，收进部位以下 2 层结构周边竖向构件的配筋构造措施应加强；且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延伸

至裙房以上一层，以避免竖向收进部位成为薄弱部位，对结构抗震不利。 

8）竖向体型突变部位的楼板应加强，楼板厚度不小于 150mm 且双层双向配筋，每层每方向钢筋网的

配筋率不小于 0.25%；同时体型突变部位上、下层结构的楼板也应加强构造措施。 

9) 对于楼板不连续、凹凸不规则的楼层，应加大楼板刚度，同时提高楼板配筋率；采取双层双向配

筋加强，且每层每方向的配筋率不小于 0.25%。 

10) 对于裙房 1000 人宴会厅屋面大跨钢桁架及其型钢柱，抗震等级提高为一级，除整体计算外，采

用平面 SAP2000 进行复核，控制其 大应力比≤0.85，且按中震弹性复核其配筋，以确保关键构件安全。 

11）对局部挑空部位的穿层斜柱,补充 不利处框架PK计算复核，并加强与斜柱相连的框架梁的配筋。 

 

4 结论 
 

（1）本工程属于复杂高层建筑，设计时采取了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经对结构进行多模型的弹

性分析和时程分析，得出的各项设计指标比较接近且均满足规范要求。 

（2）在实际工程中，当建筑方案对抗震存在多项不利因素时，可通过合理的平面布置，从而提高结

构抗震能力和延性，形成整体受力体系，切实保证结构安全。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23 

 

北京创辉酒店式公寓超限结构初步设计 

 
叶立寰  

高级工程师 

军委后勤保障部建筑工程规划设计研究院 

yllhh@sina.com 

叶立寰（1965-），硕士，长期致力于建筑

结构科学研究与设计工作，主持设计北京

某教学办公楼、天津某医院住院大楼、新

疆某办公楼获全国优秀建筑结构设计奖  

周亭 

工程师 

军委后勤保障部建筑工程规划设

计研究院 

540277878@qq.com 

周亭（1987-），硕士，主要从事多

层及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曾

参与设计大、中型项目 20 多项  

刘长朋 

工程师 

军委后勤保障部建筑工程规划设计研究院 

13718112476@139.com 

   

 

摘  要：北京创辉酒店式公寓地下五层，地上 37 层，总高度 135m，采用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为 B 级高度超

限高层建筑。本文介绍了该超限结构的抗震设计与分析方法，利用 SATWE 和 YJK 两种程序进行小震作

用下的弹性计算，弹性时程分析补充计算，并对关键构件进行了补充计算， 后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

静力弹塑性计算分析。结合计算分析结果，提出了该工程的抗震加强措施，为类似超限高层结构设计提

供参考。  

关键词：超限高层；框架—核心筒；内迭式钢管混凝土柱 

 

1  工程概况 
 

本工程场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州桥西北角，拟建项目场地东至万泉河路，南至长春桥路，西至新起

点嘉园（一期）东侧道路，北至新起点嘉园北路。工程拟建场区紧邻规划地铁 12 号线及在建 16 号线的苏

州桥站。本工程为集甲级商务办公楼、酒店式公寓、商业及纯地下室等多种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建筑群，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 17664 ㎡，总建筑面积约为 303052 ㎡。地下五层，连成整体；地上由 A、B、

C 三栋超高层或高层建筑组成，A 栋为地上 30 层商务办公楼；地铁 12 号线在 B 栋设有出口；C 栋为地上

37 层酒店式公寓，A、C栋建筑高度 135m。工程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 17664 ㎡，总建筑面积约 303052 ㎡。 

本工程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50 年，设计基准期为 50 年，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抗震设防烈度 8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2g，抗震设防类别塔楼为标准设防，裙房商业（包括相关楼层的塔楼）为重点设

防，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建筑场地类别为Ⅱ类。在地震烈度达到 8 度且地下水位按接近自然地面的

不利情况考虑时，本工程拟建场地自然地面下 20m 深度范围内天然沉积土不会发生地震液化。 

 

2  结构体系及基础情况 
 

本工程采用全现浇框架─核心筒结构（内迭式钢管混凝土柱─钢筋混凝土核心筒）（跨长、低处采用

型钢混凝土梁，楼面钢梁与核心筒墙体交接处及筒体阳角等部分设置型钢暗柱），由于地铁下沉式广场，

本工程以地下一层地面为计算嵌固部位。地下 2 层及以上框架的抗震等级为一级，剪力墙的抗震等级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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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地下 2 层以下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逐层降低一级。 

 

3 结构多遇地震作用下弹性分析  
 

3.1 多软件对比计算  

超限工程一般要求至少采用两款不同力学模型的分析软件进行对比计算，以确保计算分析的正确性。

本工程的整体结构弹性反应谱法计算，采用 SATWE 和 YJK 程序进行校核，提高整体结构的计算结果的可

靠性。应用上述两种软件分别从结构总质量、基底剪力、各层地震剪力、基底剪重比、基底总倾覆弯矩、

结构周期和振型、以及结构位移等多方面进行对比，计算时考虑双向地震作用、单向偶然偏心，梁弯曲刚

度考虑楼板翼缘影响予以增大。 

两个程序在周期、振型、总质量、剪重比和地震倾覆力矩几方面计算结果基本一致。结构整体周期比、

位移比、剪重比等均满足规范要求。抗侧刚度比、抗剪承载力均满足规范要求。结构的整体稳定满足规范

要求，在小震作用下，剪力墙墙肢及外框柱的轴压比均满足规范要求。 

综上所述，结构在多遇地震下各项计算指标均满足规范要求。 

3.2  多遇地震作用下弹性时程分析 

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的补充计算，所选地震波持续时间应大于 5 倍结构基本自振周期，

同时满足规范对时程曲线的频谱特性、有效峰值的要求，且与抗震设计反应谱“在统计意义上相符”， 本工

程采用的地震波为 2 组天然波和 1 组人工合成的加速度时程波，时程分析的各层地震剪力包络值应与反

应谱分析法结果进行对比。对于大于反应谱分析结果的楼层，应按照比例放大其地震剪力。 

 
4  结构弹塑性静力推覆 PUSHOVER 分析 
 

4.1  弹塑性分析的目的 

4.2  需求谱与结构能力谱曲线 

弹塑性静力分析表明，结构在罕遇地震下的 大层间位移角满足规范“大震不倒”的性能目标要求，

结构在大震作用下是安全的。同时塑性铰出现的部位、次序也符合抗震概念设计的要求，即连梁作为结构

抗震的第一道防线，首先进入塑性，耗散地震能量，框架作为第二道防线，框架梁也进入塑性，形成梁铰

机制。在大震性能点步骤下，两个方向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均小于规范要求限值 1/100，说明结构具有足

够的刚度储备和内力重分布的能力。因此整个结构的抗震体系是合理、有效的。 

 

5 超限情况分析及结构措施 
 

5.1  弹剪力墙加强措施 

5.2  增强外框柱延性的措施 

 

6 结束语 
 

本工程结合建筑功能需要，合理布置筒体剪力墙，周边外框柱对称布置，结构布置较为合理，有效地

提高了结构的抗侧刚度和抗扭刚度。通过两种程序的小震弹性计算，确保计算准确、可靠；弹性时程分析

补充计算，对楼层剪力大于反应谱分析结果的局部楼层进行地震作用放大计算；关键构件分析以及罕遇地

震下静力弹塑性计算分析，了解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抗震性能，满足“大震不倒”的性能目标，结构各

项指标满足规范要求，以上措施确保了结构的安全可靠，实现了业主和建筑师对建筑形体和布局的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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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角筒结构设计探索 

 
陈长兴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chenchangxing@sohu.com 

陈长兴(1960-)，学士，主要从事建筑结构设计。

完成北京翠微大厦、青海疾病预防保健中心、

北京金伟凯科研楼等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摘  要：本文进行了高层建筑角筒结构设计的探索，包括角筒结构的基本概念、主要特点、角筒平面布置、角筒

结构的楼盖、角筒结构平面组合和高层建筑结构体系比较；提出了高层建筑角筒结构的基本要求，包括

房屋适用的建议 大高度、 大高宽比、 小面积比、抗震等级和水平位移限值；介绍了高层建筑角筒

结构的荷载，包括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和地震作用；阐述了高层建筑角筒结构分析，包括分析模型和角

筒结构计算；探讨了高层建筑角筒结构设计，包括一般要求，双角筒结构、三角筒结构和四角筒结构平

面要求及算例； 后得出了高层建筑角筒结构设计的结论。 

关键词：高层建筑；角筒结构；结构分析；结构设计 

 

1 角筒结构 
 

高层建筑角筒结构是由周边竖向筒体组成的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建筑结构。工程中采用的角筒结构

一般可分为双角筒结构，三角筒结构和四角筒结构等，如图 1 所示。 

                 

       (a)双角筒结构                       (b)三角筒结构                     (c)四角筒结构 

   图 1  高层建筑角筒结构 

2 基本要求 
 

    采用角筒结构的高层建筑的 大高度、 大高宽比、抗震等级、水平位移限值应符合《高层建筑混凝

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的有关规定。高层建筑角筒结构的筒体面积与楼层面积之比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高层建筑角筒结构房屋适用的最小面积比 

结构体系 小面积比 

角筒结构 

双角筒 1/2 

三角筒 1/3 

四角筒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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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荷载 
 

竖向荷载、风荷载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有关规定。房屋高度大于 60m

的高层建筑角筒结构，承载力设计时应按基本风压的 1.1 倍采用。 

地震作用计算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的有关规定。高层建筑角筒结构除计算水平地震作用外，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4 结构分析 
 

高层建筑角筒结构按空间体系进行结构整体分析，并考虑梁的弯曲、剪切、扭转变形，需要时考虑轴

向变形，以及墙的弯曲、剪切、轴向、扭转变形。高层建筑角筒结构的变形和内力可按弹性方法计算。高

层建筑角筒结构弹性分析采用结构力学或弹性力学等分析方法。高层建筑角筒结构分析中应考虑二阶效应

的不利影响，并可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楼盖交叉梁及连梁等构件可考虑塑性变形引起的内力重分布。 

高层建筑角筒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时，可假定楼板在其自身平面内为无限刚性。高层建筑角筒结构应

进行重力荷载、风荷载和（或）地震作用效应分析。非抗震设计时，进行荷载组合的效应计算；抗震设计

时，进行荷载和地震作用组合的效应计算。高层建筑角筒结构在进行重力荷载作用效应分析时，应考虑施

工过程的影响。高层建筑角筒结构在进行风作用效应计算时，正反两个方向的风作用效应按两个方向计算

的较大值采用。高层建筑角筒结构在进行地震作用效应计算时，应至少在结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水平

地震作用，三角筒结构，应分别计算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高层建筑角筒结构应采用弹性时

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的补充计算。 

 

5 角筒结构设计 
 

5.1 双角筒结构 

（1）角筒平面的长宽比不宜大于 2。 

（2）角筒结构平面的长宽比不宜大于 2。 

5.2 三角筒结构 

（1）角筒平面边长宜相等。 

（2）角筒结构平面的边长宜相等。 

5.3 四角筒结构 

（1）角筒平面宜为方形。 

（2）角筒结构平面宜为方形。 

 

6 结论 
 

（1）高层建筑角筒结构设计符合国家经济技术政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2）高层建筑角筒结构自然形成的各层大空间区别于通常结构转换形成的个别大空间。 

（3）高层建筑角筒结构的首层大空间具有规划、建筑、园林、交通等方面的广泛功能。 

（4）高层建筑角筒结构设计技术的发展将开拓高层建筑设计的新领域。 

（5）高层建筑角筒结构的建设势必会引起包括建筑业在内的众多行业的连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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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创新广场陡角度斜交网格塔楼结构设计 

 
吴国勤 

高级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

限公司 

wu.guoqin@ccdi.com.cn 

吴国勤（1978~），硕士，主要

从事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是平

安金融中心、合肥华润中心等

大型超高项目结构专业负责

人 

 

傅学怡 

研究员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

限公司 

fu.xueyi@ccdi.com.cn 

傅学怡（1945~），本科，全国

勘察设计大师，大主持国家游

泳中心（水立方）、济南奥体

中心、万科总部等大型项目的

结构设计工作 

 

曾志和  

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

限公司 

zeng.zhihe@ccdi.com.cn 

周坚荣 

高级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

限公司 

zhou.jianrong@ccdi.com.cn 

  

 

摘  要：红土创新广场采用钢管混凝土斜交网格外框架+单向伸臂+混凝土核心筒结构体系。通过研究分析平面的

各种角度相交网格的外框，得到外框柱网的主要性能；通过比较分析伸臂和带状桁架的布置对抗侧刚度

的贡献，确定了伸臂和带状桁架的数量，以 优的布置达到良好的结构性能；针对在重力作用下斜柱引

起的楼盖水平轴力，分析楼面梁的 大拉力和压力，为楼面梁的设计提供依据；对重要的伸臂 K形节点、

立面斜柱交叉节点进行了精细的有限元计算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措施，保证了强节点弱构件；进行了结

构动力弹塑性分析，定性地找出了结构的薄弱部位，并提出相应的加强措施。 

关键词：超高层结构；钢管混凝土斜交网格外框架；伸臂；斜柱交叉节点；动力弹塑性分析 

 

1 工程概述 
 

红土创新广场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中心区东南部，东临科苑南路、南临海德三道、北临滨海大道，

处于金融核心区南区的门户位置。总用地面积为 10438.7m
2
。建筑用途为超甲级办公楼，塔楼主屋面高为

249.9m，地上 56 层，出屋面构架 2 层，构架层顶高度为 261.9m，地下 4 层，建筑面积约为 101600m
2
，采

用钢管混凝土斜交网格外框架+单向伸臂+混凝土核心筒体系。嵌固端位于地下 1 层底板处，塔楼高宽比为

5.94，X，Y向核心筒高宽比分别为 15.86，8.76。 

塔楼采用钢管混凝土斜交网格外框架+单向伸臂+混凝土核心筒结构体系。塔楼外框架柱地下 4 层~地

下 1 层为型钢混凝土柱，截面尺寸为 1200×180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70，含钢率约 7.3%；地上 1 层以

上采用矩形钢管混凝土柱，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70，钢管截面由口 800×800×40×40 变化至口 800×800

×18×18，钢号为 Q390GJ；核心筒外墙厚由 1000mm 变化至 400mm，内墙厚由 600mm 变化至 400mm，混凝土

强度等级均为 C60。标准层外框边钢梁刚接，其余钢梁全部铰接，伸臂层布置 X 向的四榀伸臂，楼面架设

交叉支撑，和伸臂、钢梁共同工作，保证设置伸臂以后，内外筒剪力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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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交叉柱节点连接方便，且方便与水平钢梁连接，采用钢管混凝土外框柱；为使结构与建筑有机

统一，建筑立面上要求宽度不变的线条采用相同的柱外围尺寸(800mm×800mm)；为控制结构刚度和轴压比，

采用内灌混凝土。 

塔楼部分超限内容主要有：1）结构高度超 B 级；2）2，3 层大堂楼板不连续；3）设有两道加强层；4）

外框斜柱。 

 

2 建筑与结构的生成逻辑 
 

建筑的总体形体生成逻辑是基于三个标准平面，分别为顶层和底层的各一个尺寸为 43.2m×43.2m 正

方形平面，变化至中部一个尺寸为 54m×32.4m 的长方形平面。结构根据以上建筑的形体，结合幕墙的折

面单元风格，设计出了与建筑和谐统一的外框交叉柱网。 

 

3 结构设计要点 
 

平面外框架刚度研究：斜交网格框架柱的倾斜角度为 87.66°（与水平轴角度，下同）。为研究倾斜角

度对结构侧向刚度影响，通过对四个不同的平面模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分析得到顶部监测点处的位移，

结果表明：斜柱侧向刚度比直柱侧向刚度大；斜柱竖向刚度比直柱竖向刚度小；倾斜角度越小侧向刚度越

大而竖向刚度越小。工程采用的斜柱框架形式相对直柱框架的侧向刚度大约 2.5 倍，竖向刚度则约为直柱

框架的 70%~80%，表明其在竖向刚度减少不多的情况下可获得较好的侧向刚度，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外框

架形式。 

伸臂与带状桁架数量研究：为了以确定结构 终所需要的伸臂和带状桁架数量，需先分析确定伸臂和

带状桁架对塔楼抗侧刚度的作用。通对五个结构方案进行分析，考虑到结构刚度需求、经济性等因素，

终采用方案五：在 31~32 层以及 44 层处设置二道伸臂，无带状桁架，外框梁刚接，楼面梁铰接。 

重力荷载作用下楼面梁拉力分析：外框梁在相交处的内力 大，因此需在顶部、底部及 30 层附近几

层的外框梁需要加强，其他楼层的由重力产生生的应力比都较小，不需特别加强；楼面内框梁在 30 层处

需要特别加强，其他楼层的楼面梁由重力产生的应力比都较小，不需特别加强。施工图阶段时，外框梁及

与柱相连的楼面内框梁按拉弯及压弯构件设计。 

 

4 结论 
 

红土创新广场结构从方案到初步设计历时一年多，经过广东省抗震超限审查委员会多次论证，在结构

体系、节点形式和抗震性能目标等各方面不断改进与完善，如带状桁架的取消、伸臂的数量等专家都给出

了有益的建议，经过仔细的分析，确定了现在的结构，并于 2015 年 3 月通过了广东省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1) 塔楼采用钢管混凝土斜交网格外框架+单向伸臂+混凝土核心筒结构体系，是合理安全可行的。钢

管混凝土斜交网格外框架一方面和建筑、幕墙和谐共生，一方面具有较好的抗侧刚度，有一定的

创新性。 

2) 合理布置伸臂数量，取消带状桁架，使施工方便，同时节省了结构造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伸

臂节点和斜柱汇交节点有限元分析表明，需要在节点区局部加厚钢板。 

3) 楼面梁的轴力分析表明，部分梁的轴力由于需要平衡斜柱轴力的分量，需要采用拉弯和压弯受力

的设计方法。 

4) 动力弹塑性分析表明，第一道伸臂桁架楼层及其上下楼层 X 向剪力墙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设计

要时注意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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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铂尔曼大酒店搭接柱超限高层结构设计 

 
 刘 磊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核工业第五研究设计院 

8610381@qq.com 

刘磊（1981-）,硕士, 主要从事高

层建筑结构研究，主持中原铂尔曼

大酒店、银基中央广场等项目设计

咨询工作 

   

王新景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核工业第五研究设计院 

2301852525@qq.com 

王新景（1975-）,学士, 主要从事高

层建筑结构研究，主持郑州二七万

达广场，郑州曼哈顿广场等项目设

计咨询工作 

   

                                      

摘  要：中原铂尔曼大酒店为B级高度超高层，立面高位31层双向内收，外框柱采用双向搭接块进行转换。采用

Abaqus有限元分析对搭接柱转换部位进行详细内力分析，研究搭接块混凝土和钢筋应力分布特点，并针

对性加强，较好的实现建筑高位双向内收效果。本文有限元结果进一步论证搭接柱转换具有传力明确、

刚度突变小等优点，并提出搭接块合理设计方法。 

关键词：搭接柱；双向转换；节点分析       

 

1 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河南省许昌市，效果图如图1，典型结构布置图2。总建筑面积约12万m
2
，建筑高度179.9米，

平面尺寸为长宽37米的正方形，高宽比为4.5。39层大屋面高度为164米。 

核心筒尺寸为14x15米，筒高宽比10.6，屋顶幕墙16米造型形似古鼎，寓意问鼎中原。地下2层车库和

设备用房，地上裙房6层为宴会厅、餐厅、厨房。塔楼地上39层，低区8-25层为写字楼，层高为4.2米。高

区26-39层酒店层高为3.7米。其中8层、25层为避难层兼做设备转换层。底层外框柱1.8m，核心筒外墙厚

0.8m。塔楼平面为正方形。为突出立面缩进的造型，建筑外框柱在32层内收1.7米（图2阴影区为32层），

               
           图 1 中原饭店效果图                             图 2 酒店层结构布置图 

32F 

3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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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轴线内收1.4米。本工程于2013年开始施工，主体于2015年封顶，目前幕墙安装已近结束，现场正进行

设备安装和精装。 

 

2 主要研究方法   

    

整体分析采用 PKPM 和 MidasBuilding 进行对比分析，搭接块部分采用墙元进行模拟。搭接块部分采用

Abaqus 进行局部节点分析，采用实体单元模拟混凝土，钢筋嵌入混凝土进行模拟分析。考虑施工方便对搭

接块节点施工图进行详细构造出图以策现场施工可行。采用 PUSH-EPDA 模块进行大震弹塑性时程分析，以

及 SAUSAGE 进行显式弹塑性时程分析补充计算。 

 

3 主要研究内容  

 

    本工程为 B 级超限高层，根据本工程计算指标，按照 2010 版超限技术规定，超限情况仅一般不规则项

次为 1 项即第 7 项（局部的穿层柱、斜柱、夹层、个别构件错层）。特别不规则项次为零。因此本工程为

一般 B 级高度超限高层。考虑到本项目采用搭接柱转换，且在省内应用尚属首次。根据省超限专家建议，

本工程按性能设计，性能目标 D。 

两个软件弹性计算结果误差很小，后续以 PKPM 结果为主。搭接柱所在楼层控制刚度比和剪力比满足

规范，避免了薄弱层和软弱层。本工程搭接比例为 1.7/3.7=0.44，不超文献中 0.45 限值，不必施加预应

力。但角柱内收，搭接比例超过 0.45 应施加预应力。但角柱轴力相对中柱，地震组合下，轴力仅有中柱

的 60%。即使考虑剪力滞后效应，角柱轴力设计值应小于中柱。对于轴力或者说轴压比不同的柱子，搭接

块仅靠搭接比例来控制预应力施加与否值得商榷。因此，本工程初步设计时考虑角柱轴压比较低，采用一

层搭接块进行转换，施工图阶段依超限审查意见对角柱进行了双层搭接柱转换。 

搭接块连接两层柱子，柱子纵筋和箍筋，梁顶筋底筋锚固以及搭接块水平向分布筋交错，大大增加了

现场施工难度。为减少现场施工难度，采用如下方法：1、梁纵筋深入搭接块满足 小水平锚固长度，然

后竖向弯折。2、水平筋尽量采用大直径 14，满足设计配筋率的前提下尽量增大间距。3、柱纵筋和箍筋布

置考虑混凝土振捣，留出混凝土输送泵插管及振捣空间。 

Abaqus 模拟局部搭接柱上下相关层，将大震作用下上柱轴力作用下，搭接块应力集中在上下柱连线范

围，轴力在搭接块部位依靠剪力来传递，上下梁用于平衡水平力和弯矩。竖向钢筋应力传力机制明显，上

柱钢筋应力逐渐依靠混凝土传递到下柱。水平筋应力水平很小，设计仅按规范构造加强配筋率。 

EPDA 和 Sausage 大震弹塑性位移接近均满足规范要求，层间位移角满足弯剪型结构分布规律。Sausage

显示损伤顺序依次为连梁，框架梁，框架柱， 后核心筒底部损伤，且损伤较小满足大震不屈服目标。 

     

4 主要结论  

 

本工程设计过程中采用两种软件进行分析，总体计算指标接近。针对搭接柱局部，采用 Abaqus 考虑实

配钢筋进行有限元模拟，分析和研究了搭接柱混凝土应力和钢筋应力分布特征。同时结合搭接比例，轴压

比指标综合考虑，对搭接块部位设计、节点钢筋细化布置以策施工可行。并采用 Sausage 软件进行动力弹

塑性分析，剖析屈服顺序、关键构件的损伤顺序和程度，采取加强措施保证大震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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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底盘不等高超高层双塔结构的设计控制 

 
邵弘                                                  李毅 

研究员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sh_shao@126.com                                                   shiyoutao@cbtgc.com 

邵弘（1959-），主要从事高层建筑结构                                 李毅（1963-），主要从事高层 

软件研发，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审查、                                 建筑结构设计，高层建筑结构优化，  

咨询国内多个高层建筑设计，并主持本                                 主持本项目设计，以及多个国内 

项目结构设计                                                       超限工程设计 

 

付可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fuke@cbtgc.com 

 

摘  要：本文根据兰州盛达金城广场项目超高层双塔结构设计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诸如：是否需要从底盘中部切

开按单塔设计复核；是否以双塔或单塔所需承载力大者为准；是否单塔满足了双塔必然能够满足；高底

盘在双塔共振时的相互作用，等等，作了充分的对比，提出对这类结构设计问题的解决方法和设计控制

原则，并在本工程中验证实施。本工程为这类高底盘不等高双塔结构设计提供了可借签的实例。 

关键词：高底盘；不等高双塔；超限高层；设计控制 

 

1 工程概况 
 

兰州盛达金城广场项目，场地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本工程地上建筑面积 173546.44m2，地下建

筑面积 51325.11m2。建筑由 9 层裙房和两栋超高层塔楼构成。两栋超高层塔楼分别布置在裙房的东南角和

西北角。 

地面以下 3 层。地下一层为设备及配套用房，层高 6.6 米，局部设夹层，夹层层高 3.3 米。 地下二、

三层主要为停车库及局部设备用房，层高 4.8 米。本工程建筑特征见下表 1。 

 

2 结构方案 
 

一、采用多道设防多重抗侧体系：结构整体采用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地震作用和风荷载所产生的剪

力及倾覆力矩，由框架及核心筒组成的双重抗侧体系共同承担。其中核心筒为本结构体系中的主要抗侧力

构件，外框架作为二道防线进行设计，二者共同抵抗水平作用，满足结构抗震及抗风多道设防要求。 

二、控制结构规则性：通过结构平面及竖向的合理布置，形成平面规则、均匀、对称的总体结构方案，

降低扭转效应的不利影响，并控制竖向刚度规则性，避免出现薄弱层。 

三、落实性能化设计目标：将整体结构及构件全面融入性能化设计思想，按照结构抗震性能设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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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求，对不同地震水准下结构构件的设计目标要求进行细化，切实有效地保证结构抗震安全。 

四、提高外框二道防线安全水平：提高外框二道防线整体安全水平，降低核心筒刚度退化及内力重分

布对结构的不利影响。 

五、根据场地特征、合理选取剪力水平：严格按规范要求，结合场地特征，综合安评结果，合理选取

剪力水平，确保对地震及 风荷载作用的合理评估。 

 

3 设计控制 
 

本工程由于双塔结构不等高，且底盘高度达到 46m，如果采用塔楼与底盘分缝断开处理，虽然可以解

决不均匀沉降问题，但是底盘本身需按纯框架设计，亦须设计自身的抗侧力体系。建筑方案需做较大调整。

所以设计时考虑不设缝（设后浇带），采用底盘与塔楼共同工作的设计模型。如此，双塔的不协调振动将

受到高底盘的影响，并通过高底盘传导使得双塔产生较强的相互作用效应。 

 

4 问题处理 
 

本工程裙房部分以双塔的整体模型设计为主，抗震设计时需考虑裙房部分框架结构的剪力调整，并重

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在设防地震作用下裙房各层楼板在塔楼相互作用下的拉应力控制，以及加强措施； 

2、需保证裙房顶层楼板的整体性，其厚度不小于 150mm，其下一层楼板厚度亦适当增加； 

3、裙房顶层框架梁在塔楼相互作用下的受拉承载力验算； 

4、裙房与塔楼不均匀沉降及后浇带控制； 

5、裙房与塔楼刚度突变层的加强措施； 

6、在设防地震作用下，塔楼底部墙体拉应力控制及加强措施； 

7、在满足位移的前提下，塔楼加强层设计尽量弱化，以减少刚度突变； 

8、在罕遇大震作用下，核心筒连梁应能够吸收尽量多的能量，应先于主体结构的墙和框架进入塑性，

以保证主体结构在大震下的安全； 

9、在设防地震作用下，核心筒墙肢名义拉应力不大于相应的要求； 

10、加强层伸臂桁架和环带桁架满足设防地震的承载力要求。 

 

5 结束语 
 

1）本工程通过两种结构模型的对比，找出双塔相互影响的效果，在设计时进行了调整，使本工程得

以按单塔模型控制各塔的位移、刚度等设计指标。 

2）对结构加强层、双塔相互作用作了研究，并采取补强措施，以保证结构的位移满足规范要求。 

3）通过性能化分析控制了目标构件的承载力，并使受拉构件满足不大于相应的设计要求。 

4）通过弹塑性动力分析，保证了结构在大震下满足规范与结构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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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屋面钢结构设计介绍 

 
隋庆海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mail:qhsui@163.com，硕士 ，主要

从事结构设计，主持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 T1、T2，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

汇隆商务中心等 

 
 

吴一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mail:dbywyh@126.com，主要从事

结构设计，主持长春光大银行，沈阳

机场，新郑国际机场 T1、T2，深圳

大运中心体育馆等 

 

摘  要： 郑州机场 T2 航站楼平面呈扁平的 X型。结构设计通过合理划缝将钢屋盖分为若干单元。主楼部分采用

了变截面的锥型圆管四叉斜撑支撑空间钢网架屋盖，斜撑两端采用了铸钢节点；主楼与指廊的过渡区

域采用了混凝土直柱支撑空间钢网架屋盖；指廊部分屋盖钢结构设计分别采用实腹 H型钢和四角锥网

架两种不同的结构形式。本文详细介绍了各部位的结构选型和节点构造。 

关键词：结构选型；铸钢节点；四叉钢斜斜撑 

 

1 工程概况简介 
 

郑州机场 T2 航站楼平面呈扁平的 X型，左右指廊端头的混凝土结构距离达到 1128 米，上下指廊端头

间距离 407 米，主楼 中间部分的宽度也达到了 192 米。首层平面为行李处理层，二层为到港层，三层为

候机层，四层为离港层。主楼部分一层层高为 6.0m，二层层高为 8m。指廊部分一层层高为 4.2m， 二层层

高为 8.4m。离港层层高 9.2～21.0m。航站楼建筑总高度 39.530m。地下有城际铁路、市内地铁及城市下穿

路通过。总建筑面积约 48 万平米，可分为主楼和两侧指廊共三部分。 

 

2 钢屋盖设计 
 

根据航站楼功能分区的不同，钢屋盖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结构形式，主楼及与指廊的过渡部分因跨度较

大，造型为空间曲面，采用了空间网架结构，指廊部分为主要为单向传力且受塔台限高影响，为增加室内

净高采用了实腹钢梁结构。 

主楼钢网架结构由中间的8组变截面的锥型圆管四叉钢斜撑、两侧直混凝土柱及上下混凝土斜柱支撑，

斜撑长度达 34 米，直径约 1600~950x42，斜撑两端采用了铸钢节点，四叉钢斜撑底部 大间距 90 米，顶

部网架 大支点间距 54 米，每组四叉撑支撑的屋盖面积达到 6300 平米，网架厚度 2800，网架节点分焊接

球和螺栓球两种，网架使用的材料：直径大于等于 180 的钢管为 Q345B,直径小于 180 的钢管为 Q235B，杆

件截面 D88.5x4～D351x16。 

指廊端部标高不能超过 16.750 米。为增加指廊室内净高，指廊屋面结构采用实腹 H 钢梁结构+水平斜

撑的结构形式。支撑钢屋盖的基本柱网为 18x40m 左右。H 型钢梁高 900～1100，材质 Q345B。 

主楼与指廊之间的过渡区域采用的结构形式同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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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构件及节点的设计与处理 
 

四叉斜撑的重力对其稳定承载力的影响不大，可以忽略。斜撑受力可认为是轴心受压构件，选圆钢管

更有利， 终选择截面形式为圆形变截面锥型钢管。 

每组四叉斜撑支撑的屋盖面积都很大，四叉撑支座下传的轴力近 2500 吨左右，同时，为方便行人通

过，四叉钢斜撑的交点高出楼面 2.5 米，该处支撑柱的作用十分重要。设计采用了钢骨混凝土柱，四叉撑

柱底节点的力通过钢骨直接下传，同时增强其抗剪能力和结构的延性。  

 

4 小结 
 

设计通过合理划分结构单元，并根据各单元的不同情况和要求分别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主楼大空间

及其与指廊的连接部位采用四角锥空间网架，支撑结构为四叉钢斜撑+混凝土直柱+混凝土斜柱，每组四叉

钢斜撑支撑的屋面面积大 6300 平米，网架 大跨度大 54 米，创造了良好的建筑空间，支撑钢斜撑的结构

柱为钢骨柱，连接构造简洁，网架下弦预留的吊顶结构极大地方便了后期施工；指廊采用实腹 H 型钢梁+

水平支撑结构，支撑结构为混凝土直柱+混凝土斜柱，跨度在 40 米左右，有效增加了室内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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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PC模式下的某特色小镇装配整体式结构设计 

 
霍喆赟 

 

张庆山 

 

工程师 工程师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huozheyun@qq.com zqs3834100@163.com 

作者简介：霍喆赟（1983—），硕

士，主要从事建筑结构设计  

作者简介：张庆山（1983—），硕

士，主要从事建筑结构设计 

童来富                   单玉川                       裘 涛                     周晓悦                   

 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有限公司                   

 tyj2025@163.com               zjutadr@zjutadr.com                  zjutadr@zjutadr.com               zjutadr@zjutadr.com            

    

 摘  要：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是推进建筑工业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当前建筑行业关注的热点。目前我国装配

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在住宅项目中的应用已经逐渐开始发展起来，但是在公共建筑领域的应用相对较少。

杭州某特色小镇项目是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背景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在公共建筑中应用的案例。

本文介绍了该工程的结构设计情况，阐述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应用于公共建筑的设计特点，以及 EPC

模式推进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独特优势。 

    关键词：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工业化；EPC；公共建筑 

 

1 引言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相比传统的现浇混凝土结构具有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绿色环保，工程进

度快等优点。发展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可以一改以往建筑行业劳动密集型，粗放型的的生产模式。同时

将原来的游击队式的农民工升级为产业工人，进而有利于全面提升工人的技术素养，有效控制建筑工程的

质量，推动建筑工业化。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及节能环保方面的的要求来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

构的推广将是今后建筑业的发展趋势。当前国内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在住宅建筑中的应用已经多地开花，

而在公共建筑的实践相对滞后。本文以杭州某特色小镇为案例介绍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在公共建

筑中应用的设计特点，以及 EPC 模式下推进装配整体式结构的独特优势。 

 

2 程概况和特点 
 

    本工程位于杭州市大江东产业集聚区。项目建筑用地面积 25731m
2
，总建筑面积 43860 m

2
（建筑立面

效果见图 1）。底层为大型车库及周边商业用房，二到五层分为 9 个 25.2mx25.2m 的塔楼，主要功能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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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房及商业用房。其中，端部塔楼以连廊连接，六层为出屋面构架层。结构柱屋面高为 22.500m，结构

平面总长度 219.8m，总宽度 68.0m。本工程在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实行设计、施工、采购一体化。结

构采用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 

 

3 结构设计 
 

（1）结构设计方案的确定。 

（2）节点设计。 

（3）EPC 模式下的设计特点。 

 

4 主要结论 
 

（1）处理好节点构造和做法是装配整体式结构设计的重点。 

（2）公共建筑中构件尺寸和荷载等级变化大，导致节点位置安装复杂，增加施工难度 

（3）相比住宅建筑而言公共建筑形式更加多样，这对提高公共建筑的预制装配率难度更大。 

（4）在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装推进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是今后推动建筑工业

化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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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交易所项目超高层结构设计 

 
邱焕龙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大连都市发展设计有限公司 

job575@126.com 

邱焕龙（1981-），学士，主要从

事超高层结构设计工作 
 

张绍亮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大连都市发展设计有限公司 

ZSL_1972@sina.com 

张绍亮（1972-），硕士，主要从事超

高层结构设计工作  

 

尚春雨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大连都市发展设计有限公司 

shuangchunyu@sina.com 

尚春雨（1971-），博士，主要从

事超高层结构设计工作 

 

摘   要:以再生资源交易所项目为例，从结构体系、前期分析、计算分析、超限专家修改意见四个方面详细介绍

超高层结构设计的实施过程和设计依据。本项目为主体 41 层、高 185.8m 的公建式公寓，结构形式为矩

形钢管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以超限情况介绍为出发点，首先进行结构体系的分析，拟定

合理的抗震性能设计目标，采用了两种计算软件分别在小震、中震及大震情况下，进行了整体计算分析。

通过弹塑性时程分析找出薄弱部位，并在施工图设计时对薄弱部位进行有针对性地加强，以达到结构的

抗震设防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对复杂高层的结构设计，应采用基于性能化的抗震设计方法，进行弹性

及弹塑性分析，达到预期的性能目标。并根据超限审查意见对中震及大震计算部分调整，指导施工图设

计。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性能目标；抗震计算；弹性时程分析；静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1 再生资源交易所项目介绍及结构体系分析 
 

再生资源交易所项目为超高层公建，地上 41 层，结构高度为 185.8m。该工程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

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0g，50 年重现期基本风压为 0.65kPa，地面粗糙度为

A 类。结构形式为型钢（钢管）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 

 

2 结构设计前期分析 
 

平面形状为正方形，Y 向偶然偏心地震作用下扭转位移比为 1.19；1 层顶局部开洞，开洞面积占总面

积的 1.5%；偏心率 大值：X 向为 0.0623（位于 21 层），Y 向为 0.1466（位于 25 层）；在 41，44 层外框

柱内收，缩进尺寸分别占下层的 3.5%和 6%；本层与上一层的受剪承载力之比 小值为 0.90，位于 1 层的

Y 向。以上均不超过规范限值，属平面规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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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分别在 17 层和 18 层之间、38 层和 39 层之间设有设备管道夹层 SF1，SF2，层高均为 2.1m，计

算中，设备管道夹层 SF1 采用设置实心砖地垄墙，楼板与竖向构件脱离开，与 18 层一起计算，计算高度

为 6.3m；设备管道夹层 SF2 正常按 2.1m 计算，38 层的 X，Y 向本层侧移刚度与上三层平均侧移刚度 80%

的比值分别为 0.7464 和 0.7686，因此 38 层为软弱层；1 层扶梯处框架柱与核心筒无框架梁连接，为穿层

柱；39 层、屋顶机房层外圈框架柱不连续。因此，本工程属竖向不规则结构。 

本工程抗震性能目标取为 C，其中对底部加强部位的墙肢及穿层柱、顶层收进处转换框架柱及梁适当

提高性能目标，做到设防烈度下墙肢的抗剪承载力满足中震弹性的要求。 

 

3 结构设计计算分析 
 

采用 SATWE 和 ETABS 两种软件进行结构整体分析，结构阻尼比取 0.04，风荷载计算采用 50 年基本

风压，承载力设计时按基本风压1.1倍采用，小震计算 不利方向位移角为1/671， 不利位移为234.44mm，

风荷载计算 不利方向位移角为 1/684， 不利位移为 241.37mm。 

为保证底部加强部位的墙肢在中震作用下剪力墙及框架柱受剪承载力保持弹性，采用 SATWE 程序进

行中震弹性验算。具体为: 不计算风荷载，调整地震影响系数 大值αmax 按中震（αmax=0.23）取值，场

地特征周期取 0.55s,不考虑地震组合内力调整系数（即强柱弱梁、强剪弱弯调整系数）。计算得总基底剪力：

X 向为 49251.37kN,Y 向为 52678.89kN。根据扶梯开洞的要求，1~2 层有 1 根穿层柱，位于扶梯处，外侧

有框架梁连接，框架柱与核心筒无梁，计算模型中将与此处相邻板跨指定为弹性板，穿层柱的计算剪力取

该柱 1~2 层剪力设计值之和与底层相邻柱剪力 大值的较大值，假定剪力作用于柱顶，按照穿层柱的长度

系数验算柱中震弹性下的偏拉偏压承载力。计算结果表明：1）底部加强部位墙肢及框架柱受剪承载力均

可满足中震弹性的计算要求；2）穿层柱采用矩形钢管混凝土柱可以很好地满足中震弹性下的抗剪、偏拉

偏压承载力要求。 

为保证底部加强部位的墙肢在大震不屈服作用下满足截面剪应力控制要求，采用 SATWE 程序进行大

震验算。计算方法同中震不屈服验算，地震影响系数 大值αmax 按大震取值（αmax=0.5）场地特征周期取

0.6s,结构阻尼比取0.06，连梁刚度折减系数取0.3。计算出的底部剪力：X向为94287.6kN,Y向为100785.2kN。

计算结果表明，底部加强部位的主要墙肢在大震作用下满足截面剪应力控制要求。 

本工程采用 PUSH&EPDA 对主体结构进行 X 向和 Y向推覆计算，模型采用中震不屈服下的计算结果，同

时根据核心筒的实际配筋，同时计入核心筒内型钢，将实际配筋结果输入模型，取弹性 CQC 地震力分布侧

推水平荷载分别作用于结构的 X 向和 Y 向，加载方式是在计算模型上施加 CQC 计算的地震力，单调加载并

逐级增大，一旦有构件开裂（或屈服），则修改其刚度或使其退出工作，进而修改结构总刚度矩阵，进行

下一步计算，依次循环直到结构达到预定的状态（称为机构、位移超限或达到目标位移），从而判断是否

满足相应的抗震能力要求。用弧长增量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构件配筋直接读取 SATWE 的分析配筋结果，

并对剪力墙及框架的配筋进行人工调整，材料强度取标准值，罕遇地震作用下的薄弱层弹塑性变形验算满

足规范 1/100 的要求。 

 

4  结论 
 

对复杂高层的结构设计，应采用基于性能化的抗震设计方法，采用弹性及弹塑性分析，达到预期的性

能目标。根据超限审查意见对中震及大震计算部分调整，指导施工图设计。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发现薄弱

部位，并在施工图设计时对其薄弱部位有针对性地加强，以达到结构的抗震设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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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广场二期超限高层结构设计 

 
黄强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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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国强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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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31419@qq.com  

钱震江 

工程师 

上海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908551057@qq.com 

   

 

摘  要：本文针对日月光广场二期 2 栋超限高层，介绍了该超限高层建筑的建筑特点，针对超限采取了相应的加

强措施，采用 2 种软件多角度的分析了该类结构的受力特点并进行结构分析，为同类工程提供参考。 

关键词：超限高层；平面不规则；梁拖柱转换；弹塑性分析 

 

1 工程概述 

 

项目基地位于上海市黄浦区肇嘉浜路，总建筑面积156258平方米，基地内拟建商业、办公及幼儿园。

其中A楼13层，B楼12层。 大建筑高度56.10米。地下共四层，地下一、二层为商业、IMAX影院和中小影

厅及部分设备用房，地下一层夹层为非机动车库及货运通道，地下三、四层为汽车库及人防，基坑深度-24

米，局部-27米。 

本项目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结构，按现行政策要求对A楼、B楼进行了超限高层建筑抗震设防

专项审查。工程设计的主要难点在于：1、本建筑为商业办公建筑，自下而上的功能不断变化，为控制扭

转可设置的剪力墙位置限制很多，扭转控制难度很大。2、建筑外轮廓由日照控制不可调整，导致大量存

在梁托柱转换，或是转换后再转换。 

 

                                图 1   建筑平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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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建筑立面效果图 

 

2 结构分析 

 

2.1超限判定 

（1）扭转不规则：各楼在规定水平力作用下考虑偶然偏心时的位移比均大于1.20。 

（2）凹凸不规则：各楼结构平面凹进或凸出的一侧尺寸大于相应投影方向总边长的30%。 

（3）侧向刚度不规则：各楼4层楼面起立面收进，局部收进尺寸大于相邻下一层的25%。 

（4）竖向抗侧力构件不连续：局部存在梁拖柱转换。 

故 A、B 塔楼被定性为平面及竖向均不规则的超限高层建筑。 

2.2超限的对策和措施 

为保证结构的抗震性能安全，一方面结构计算模型应符合实际情况，力求计算结果能准确地反映结构

的抗震能力以及薄弱部位；另一方面要按概念设计的原则和性能设计的结论，采取适当的抗震加强措施。 

结构计算方面：分别进行嵌固端指标计算、多遇地震计算、弹性时程分析、静力弹塑性分析、手动0.2V

调整、手动结构内力放大系数复核等。结果表明，各楼结构体系的选择、计算程序的选用及结构构件的布

置基本合适，经完善后可满足抗震设计的要求。抗震措施方面：细化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对楼板进行加

强、采用高强混凝土及高强钢筋以及其他的抗震构造措施。 

 

3 地下部分与地基基础 

 

地下室外墙采用 1200mm 厚的地下连续墙，地下连续墙既作为结构的外墙又作为施工过程中的基坑围

护墙，基础筏板厚度为 1800mm，基础抗渗等级为 P10。本工程地块处市中心，也属于邻近地铁工程，选

用 800mm 钻孔灌注桩，桩长 50 米，桩端进入⑨层粉砂层，以有效措施控制单桩承载力设计值的取值以及

建筑物的沉降量。 

 

4 总结 
 

对日月光广场二期地块 A 楼、B 楼平面不规则、立面不规则建筑，通过多种软件多方位的计算复核，

找出结构的关键性问题和结构的薄弱环节，并采取相对应的加强措施，分析计算表明本工程整体计算满足

规范要求，同时采取针对性的加强措施，可以满足抗震设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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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两栋超B级高度高层住宅结构分析与设计实践 

 
张举涛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zhjut@126.com 

张举涛（1968.2-），在职研究生，主要从事建

筑结构设计设计研究工作，主持兰州云天皇冠

假日酒店、甘肃科技馆、甘肃体育馆等项目的

结构设计 
 

郑世钧 

高级工程师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406578909@qq.com 

郑世钧（1973.5-），学士，从事建筑结构设计，

参与兰州公路总段综合楼、欧洲阳光城二期、

元森北新时代等项目的结构设计  

崔继付 

高级工程师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41335333@qq.com 

张昊强 

硕士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zhanghaoqiang1987@126.com 

 

摘  要：欧洲阳光城二期共有四栋住宅楼，其中 1#、2#楼房屋高度超过了 B级房屋的 大适用高度，其高宽比大

于 6，属于省定超限项。针对结构具有高度超限和高宽比超限的双重特征，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加强措施，

重点在于提高结构抵抗四种破坏的能力：抗倾覆破坏能力、抗薄弱层（软弱层）破坏能力、抗弯曲和抗

剪切破坏能力，同时适当提高关键部位结构的延性。采用抗震性能设计方法，对结构进行了小震、中震、

大震作用下的结构计算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结构达到了预定的设计控制标准，满足抗震性能目标要求：

在小震下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大震作用下不会发生倾覆、倒塌或层间破坏。 

关键词：超B级高度；高宽比；高层住宅；抗震性能设计；抗震加强措施 

 

1 工程概况及超限判定 
 

由甘肃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欧洲阳光城二期

住宅楼”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由四栋楼组成（图 1），其中 1#、

2#楼房屋高度分别为 158.7m、159.3m，为超 B 级高度（剪力墙

结构，130m）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根据甘肃省相关规定，1#、

2#楼同时属于高宽比超限的高层建筑工程。 

 

2 结构体系及布置 

 

1#、2#楼上部结构均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由于建筑物高度和高宽比均较大，为了获得较

大的抗侧刚度，经过与建筑专业充分协商，剪力墙尽量拉通设置，沿横向和纵向各设置了两道通长布置的

剪力墙，适当加大平面周边剪力墙的厚度，以进一步增强结构的整体刚度，提高抗扭能力。结构平面布置

尽量规则，减少凹角，竖向构件连续布置不间断。 

 

3  设计控制标准 
 

 

图 1  建筑效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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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目标选为 D 级，关键构件的性能目标为：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按照中震抗剪弹性、

抗弯不屈服设计，同时须满足大震作用下受剪截面控制条件；对外纵墙验算中震不屈服作用下的名义拉应

力，根据其大小采取加强措施。 

针对高宽比超限项，采取以下控制标准： 大层间位移角从严控制，小震作用下按 1/1050 控制，大

震作用下按 1/135 控制；小震下，基础底面不出现零应力区，大震下，基础底面零应力区范围不超过 25%；

控制上部结构的规则性，避免结构发生薄弱层或软弱层破坏。 

 

4 结构计算与分析 

 

主体结构采用SATWE和MIDAS-Building两个不同的空间有限元分析与设计软件进行了结构的整体计

算分析，包括小震弹性、小震弹性时程、中震弹性、中震不屈服、大震弹塑性分析，以保证计算结果的可

靠性，并落实设计控制标准。 

 

5 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 

 

抗倾覆验算以基底零应力区的面积比作为控制标准，经计算，大震下基底零应力区面积比为 22%，满

足设计要求，说明结构不会发生倾覆破坏，且具有一定的富裕度。 

 

6 抗震加强措施 

 

根据本工程高度和高宽比较大的特点，结构的抗震加强措施重点在于提高结构抵抗四种破坏的能力：

抗倾覆破坏能力、抗薄弱层（软弱层）破坏能力、抗弯曲和抗剪切破坏能力，并适当提高关键部位结构的

延性。 

 

7 结论 
 

（1）在高烈度地震区，地震通常起控制作用。对房屋高度和高宽比较大的剪力墙结构住宅，地震作

用下的层间位移角是 难控制的指标，通过对剪力墙的布置进行调整可取得较好的效果。首先，剪力墙尽

量拉通设置，形成总长度较长的联肢墙，以充分提高结构的抗侧刚度；其次，可适当加大平面周边剪力墙

的厚度，使户内剪力墙厚度较薄，提高户内面积利用效果；再次，结构平面尽量规则，减少凹角，在提高

结构效率的同时兼顾经济性。 

（2）对超高层建筑，采用抗震性能设计方法，通过总体性能目标的设定和对关键构件性能目标具体

化的落实，使结构在未来地震作用下具备预期的功能。 

（3）针对高宽比超限项，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抗震加强措施：着重提高了结构的抗倾覆破坏能

力、抗薄弱层（软弱层）破坏能力、抗弯曲和抗剪切破坏能力，并适当提高关键部位结构的延性。使得结

构抗震性能更加良好，结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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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烈度区三角形平面高层塔楼结构设计 

 
王文渊 

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Wangwenyuan@ippr.net 

王文渊(1970-)，博士，主要从

事大跨度结构及超高层建筑结

构设计。主持了海口国际金融

中心 B17（高 429 米）、株洲神

农大剧院（103 米跨）等项目

的结构设计工作 

 

文海燕 

高级工程师 

海南华磊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253876900@qq.com 

文海燕(1978-)，学士，主

要从事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主持了骏豪广场等项

目的结构设计工作 

 

张同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zhangtongyi@ippr.net 

 

张松 

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zhangsong@ippr.net 

 

张建明 

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Zhangjianming@ippr.net 

 

 

摘  要：骏豪广场项目位于高烈度区的海口市（8 度 0.3g）。其建筑平面为三角形，难以满足高烈度区抗侧刚度的

要求。通过在周边外框的薄弱部位灵活布置型钢混凝土大柱及型钢混凝土剪力墙显著提高外框的抗侧刚

度。在外框顶部设置型钢混凝土大斜梁，与腰桁架、伸臂桁架一起增加外框结构的整体性。弹塑性静力

及动力分析表明，主体结构抗侧传力机理合理、流畅、高效；抗侧刚度及抗震性能能够满足规范规定的

各项性能要求。本文将对高烈度区三角形平面高层塔楼结构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混合结构；加强层；伸臂桁架；腰桁架 

 

1 工程概况 
骏豪广场塔楼为高层办公、酒店综合楼。总建筑面积 61367 ㎡，地上 56381 ㎡，地下 4986 ㎡，层数

为 36 层，建筑高度 143.60m。6~15 层为酒店用房，16~36 层为办公用房，第 5 和 21 层为避难层。地下室

层数为 3 层。设计使用年限 50 年。结构安全等级二级。抗震设防烈度 8 度（0.3g），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

设防类（丙类）。设计地震分组第一组，建筑场地类别 II 类。基础设计等级甲级。 

 

2 结构体系 

 

塔楼地上 36 层，地下 3 层，首层顶板至大屋面的结构高度为 144.4m。塔楼标准层平面呈切角三角形。

塔楼采用型钢混凝土外框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建筑平面呈切角等腰直角三角形，外框若完全

采用框架结构，则由于切角处承压面积远小于其所对应边的承压面积，势必造成该方向的抗侧较弱，尤其

是 Y 向，对抗震不利。根据建筑布置条件限制情况，在两个锐角切角处布置了型钢混凝土剪力墙，在直角

切角处布置了两根矩形型钢混凝土大柱。外框剪力墙、大柱、腰桁架、顶部大斜梁形成了刚度较大的抗侧

结构。外框架柱采用型钢混凝土截面。外框大斜梁采用型钢混凝土截面。在 21 层设置伸臂桁架将外框架

中的大柱与核心筒连接起来。在 33 层局部设置桁架，增加大柱顶部的整体性。钢筋核心筒外墙厚度 1000～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44 

500mm。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C40。下部 2/3 高度范围内的外框剪力墙及三角形核心筒外墙切角处设

置型钢钢骨。标准层楼盖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板楼盖体系。周边外框架梁采用钢骨混凝土梁，其他框架梁及

楼面次梁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梁板混凝土强度等级 C35。 

 

3 荷载 

 

基本风压值 0.75kN/m2。建筑表面的体型系数按《高规》[2]4.2.3 条取 1.5。本工程介于钢筋混凝土结构

与型钢混凝土混合结构之间，设计阻尼比取 0.045。多遇地震下的反应按规范谱与安评谱[3]包络计算（图 5）。

设防地震及罕遇地震下的反应按规范谱计算。 

 

4 结构超限情况与应对措施 

 

本工程结构超高、扭转不规则、构件间断、承载力突变和其它不规则，属于超限高层建筑结构。通过

采取结构布置和构件性能化设计等针对性措施保证了结构的抗震性能需求。 

 

5 主体结构整体反应 

 

结构的第一扭转振型与第一平动周期之比为 0.57，小于《高规》的要求。地震作用下的楼层 大层间

位移角，1/771（26 层 Y 向），略微大于（3.8%）规范 1/800 的限值要求。底部楼层框架部分承担的倾覆弯

矩约占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百分比 X 向为 23.36%，Y 向为 10.58%。 

 

6 地震作用下外框传力机制研究 

 

在 Y 向地震作用下外框大柱、大斜梁、腰桁架、伸臂桁架及型钢混凝土柱形成了一个完整、顺畅的轴

力平衡力流机制。外框大柱及剪力墙等抗侧结构构件在高烈度区布置的必要性及有效性等到了验证。 

 

7 型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性能化设计 

 

编制成 SATWE 后处理程序，自动读取 SATWE 小震、中震、大震的计算结果，并自动完成构件的各

项性能化设计。 

 

8 弹塑性分析 

 

利用 ABAQUS 软件对主体结构弹塑性性能反应进行了模拟分析。 

 

9 节点分析 

 

利用 abaqus 软件对伸臂桁架与核心筒墙体连接节点在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性能进行了模拟分析。 

 

10 结论 

 

本文介绍了位于高烈度区具有切角三角形平面特征的骏豪广场高层结构设计。平衡考虑建筑布置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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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条件，针对三角形平面侧向刚度弱的不利特点，灵活地采取了一些对应的布置方案。在外框锐角切角

处布置了型钢混凝土剪力墙显著提高了整体结构的抗剪刚度；在直角切角处布置了两根型钢混凝土大柱，

有效提高其抗弯（抗倾覆）刚度；在下部 2/3 高度范围内的外框剪力墙及三角形核心筒外墙切角处设置型

钢钢骨，提高剪力墙的轴向拉压承载能力和水平抗剪承载能力；在外框顶部设置大斜梁，起到帽桁架的作

用；在中部楼层设置的腰桁架、伸臂桁架。分析表明，通过灵活、巧妙的结构布置所形成的复合抗侧力主

体结构体系具有高效的抗侧效率和良好的弹塑性性能，能够满足高烈度区对结构的较高抗震性能要求。本

文将对高烈度区三角形平面超高层塔楼结构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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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盛达金城广场结构设计 

 
付可            邵弘 

高级工程师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fuke@cbtgc.com           sh_shao@126.com 

                                   邵弘（1959-），主要从事高层建筑结构 

                                   软件研发，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审查、 

                                   咨询国内多个高层建筑设计，并主持本 

                                    项目结构设计 

 

李毅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shiyoutao@cbtgc.com 

李毅（1963-），主要从事高层 

建筑结构设计，高层建筑结构优化，  

主持本项目设计，以及多个国内 

超限工程设计 

 

摘  要：兰州盛达金城广场项目为大底盘双塔超高层建筑，采用圆钢管混凝土框架柱-钢筋混凝土核心筒混合结

构体系。本文介绍了该项目的结构布置与选型，并根据其结构特点提出了具体的抗震性能目标和加强措施。同时

对加强层的敏感性分析、单、多塔的计算对比，以及墙肢拉应力控制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大底盘多塔；加强层；墙肢拉应力  

 

1 工程概况 
 

兰州盛达金城广场项目，位于甘肃兰州市城关区。建筑由两栋超高层塔楼和 9 层裙房组成，两栋超高

层塔楼分别布置在裙房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225000m
2
。 

西北角塔楼为 A 楼，结构总高度 165.50 米，地上 39 层，功能为写字楼。东南角塔楼为 B 楼，结构总

高度 205.7 米，地上 51 层，功能为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和公寓式酒店的综合体。裙房地上 9 层，结构高

度为 46.7 米，功能为商业、娱乐及酒店配套。地面以下 3层，功能为车库与设备配套用房。 

 

2 结构设计 
 

2.1 结构布置与选型 

根据建筑物的总高度、抗震设防烈度、建筑的使用用途等情况，本工程采用混合结构体系。A 楼、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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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结构分别利用电梯井、楼梯间及设备用房等设置沿建筑物全高贯通的核心筒。核心筒做为主要的抗侧力

体系，能够有效的抵抗水平方向的地震作用和风荷载。核心筒外围为 16 根钢管混凝土框架柱与钢梁构成

外框架。核心筒和外框架间采用钢梁连接，钢梁与外框架柱刚接、与核心筒铰接。结构上利用避难层（A

楼 25 层，B 楼 25、40 层）做为加强层，沿双方向四条轴线设置钢结构伸臂桁架。另外 B 楼在加强层同时

沿周边设置斜腹杆桁架水平环带以进一步提高整体刚度。 

2.2 超限情况及对策 

本工程 大结构高度 205.7 米，超过《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中钢管混凝土

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抗震设防烈度 8度（0.2g） 大适用高度 150m，为高度超限高层建筑。同时

存在多塔、设置加强层等不规则性超限项。 

2.3 多遇地震计算分析 

1）主要计算结果汇总 

2.4 加强层的设计 

由于工程地处高烈度区且高度较高，结构地震响应很大，初算后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水平位移较大，

难以满足规范要求。因此考虑设置加强层来减小结构的水平位移。 

2.5 双塔与单塔计算 

本项目为大底盘多塔结构，两塔楼按单塔模型（含两跨裙房）、整体双塔模型分别计算。部分计算结

果比较如下。 

2.6 基础设计 

本工程地基基础持力层为中风化砂岩，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800kPa。基础形式采用筏板基础，主楼

筏板厚度 A楼为 2.8 米，B 楼为 3.5m；裙房部分筏板厚度为 1.3 米，并根据受力情况局部上反柱墩。 

根据沉降计算，在未考虑水浮力的有利作用情况下，主楼中部核心筒区域 大沉降量约为 50mm，裙房

内基础沉降大部分不足 15mm。在主楼和裙房之间设置了沉降后浇带，有效的减少了基础的不均匀沉降，将

建筑的整体倾斜控制在规范允许范围内。 

2.7 墙肢拉应力控制 

在水平和竖向地震荷载作用下，墙体将产生轴向拉力。在设防地震作用下，结构自重无法平衡此拉力

因而在墙肢底部产生净拉力。这是超高层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设防地震作用下，以 B 楼为例，考虑双

向水平地震组合后部分主要墙肢的名义拉应力分布如下图所示。 

2.8 罕遇地震弹塑性分析 

本工程采用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法进行罕遇地震下的结构弹塑性计算分析。根据规范选取的三组（包

含双向分量）地震动记录，采用主次方向输入法（即 X、Y 方向依次作为主、次方向）作为本结构动力弹

塑性分析输入，其中双向输入峰值比依次为 1：0.85（主方向：次方向）；主方向波峰值取为 400gal。 

 

3 结论 
 

本工程属于高度超高及存在多塔、设置加强层等不规则项的超限结构。根据项目结构特点，制定了合

理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和加强措施。通过双软件、多模型计算比较分析，表明结构性能可满足规范和抗震

性能目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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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城邦四期 A座超限高层性能化设计 

 
许晋平  

高级工程师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

司 计算中心副总工程师 

xujinp@huayidesign.com 

许晋平(1974-,)硕士，主要从事建

筑结构疑难问题研究及弹塑性分

析研究 
 

刘俊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

司  总工程师 

liujun@huayidesign.com 

刘俊(1963-,)硕士，从事建筑结构

设计和审图及疑难问题分析研究。

 

汪洋 

高级工程师 

wangyang@huayidesign.com 

全戈 

工程师 

16185612@qq.com   

  

 

摘  要：本工程中小震设计满足规范要求，大震弹塑性分析时，高区转换层上一层，矩形钢管砼柱抗剪破坏。钢

管柱加厚且高区结构加支撑后再进行大震弹塑性分析，结构满足 C级性能目标。分析表明复杂结构满足

中小震设计要求，并不一定能保证结构大震安全。大震弹塑性分析中除监控梁柱单元的弯矩铰外，还应

监控梁柱单元抗剪承载力，才能实现性能化设计目标，保证结构安全。 

关键词：超限高层；性能化设计；大震弹塑性分析；结构安全 

 

1 结构方案特点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地下 3 层, A 座塔楼地上 34 层，屋面高度为 143.15m，平面、剖面及立面见图 1~5。 

（1）塔楼结构体系为钢框架-支撑体系，钢管砼柱钢梁钢支撑，在建筑 3 层楼面及 22 层楼面存在局部

竖向构件转换。 

（2）高宽比较大，标准层等效宽度 小值约为 17m，楼高 143.15m，该处高宽比约为 8.4。 

对结构方案进行大震弹塑性分析，发现原结构方案有较大缺陷，通过与建筑协商进行修改形成新方案 

A-A 轴与 A-H 轴之间轴线位置的支撑均连续伸入到地下室，每榀间隔 8.1m，新旧方案没有变化，剖

面见图 1 。两种方案差别如下： 

原结构方案中 AH-AA 轴(详图 3)存在支撑不连续，Y 向有明显的鞭鞘效应；新结构方案 AH-AA 轴立

面在 22 层以上增加支撑。Y 向上下部连续性得以加强，刚度明显增加，Y 向上部无鞭鞘效应。 

在二层，原方案支撑在 A-H 轴不连续，刚度有突变；新方案支撑连续，刚度无突变。由侧向刚度比曲

线图 6 可见，原方案 Y 向侧向刚度比变化较大，转换层处特别明显。 

 

2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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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楼剖面示意  图 2 A-A 轴立面      图 3 原方案 AH-AA 轴立面 图 4 新方案 AH-AA 轴立面 

 

同原方案相比，Y 向第一周期由 2.67s 减少到 2.43s，Y 向小震位移角由 1/705 减少到 1/1078。 
采用 Perform 3D 做大震弹塑性分析，按实际计算截面和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 

大震弹塑性分析表明，原方案和新方案均是钢梁抗弯损伤居多。由图 7 可见：原方案 Y 向 23 层由于

刚度突变导致弹塑性位移角急剧增大， 大值为 1/52，处于结构临界状态，新方案 Y 方向弹塑性位移角减

少到 1/210，改善明显，证明新结构方案合理可行。罕遇地震下弹塑性位移角 X 方向变化不大，由原方案

1/130 变为 1/141。 

大震弹塑性分析发现原方案 23 层，即转换层上一层的全部矩形钢管砼柱 Y 向抗剪强度不足，大震下

可能局部倒塌，证明监控梁柱单元抗剪承载力是必要的。  

     
图 5  标准层           图 6 侧向刚度比曲线                      图 7 大震弹塑性位移角曲线 

 

3 结论和建议 
 

1) 分析表明，小震、中震弹性设计满足规范和性能化设计要求，并不能确保大震结构安全。对复杂

结构，应做大震弹塑性分析，以确保结构损伤可控。 

2) 大震弹塑性分析中除监控梁柱单元的弯矩铰外，还应监控梁柱单元抗剪承载力，才能实现性能化

设计目标，保证结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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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绿地中心主塔楼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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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

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daoyuan_lu@ecad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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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良 

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

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liang_huang@ecadi.com 

黄良（1965-）,高工,主要从事高层建

筑结构研究，参与深坑酒店、武汉

绿地、成都绿地、天津津塔等项目 
 

 

岑伟 

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

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wei_cen@ecadi.com  

 

吕佳 

博士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

超高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jia_lv@ecadi.com 

 

路海臣 

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

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haichen_lu@ecadi.com 

 

  

摘  要：成都绿地中心主塔楼建筑高度468米，结构高度452.1米，采用了巨型斜撑外框架-核心筒-伸臂桁架体系。

简要介绍了该项目的工程概况、结构体系特点以及结构整体弹性及弹塑性分析结果。根据结构体系和受

力特点，对本工程制定了合理的抗震性能目标和加强措施，并对关键构件和节点提出了更高的性能目标

要求，确保结构的整体抗震性能。采用ANSYS以及ABAQUS通用有限元软件对主塔楼关键节点进行数值模拟，

研究结果表明：伸臂桁架巨柱连接节点以及巨型斜撑巨柱连接节点设计合理，安全可靠，设计及研究结

果可为类似超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超高层组合结构；性能化设计；巨型斜撑；伸臂桁架；数值模拟        

 

1 引言  

 

成都东村绿地中心项目工程位于成都东村新区核心区北入口门户，中央绿轴西侧。基地北至驿都大道，

东至银木路中央绿轴，南至杜鹃街，西至椿树路。场地建筑用地占地面积 24530 m2。成都东村绿地中心项

目工程为综合体项目，项目包括位于基地北侧的 468 米综合功能主楼（T1 塔楼），位于西南侧和南侧的酒

店公寓（T2 和 T3）塔楼，和位于东南角的会议中心裙房。主楼共 101 层，总建筑高度 468 米，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第一高楼。主塔楼结构高度 452.1 米，高宽比为 7.2，因此需要高效的抗侧力体系以

保证主塔楼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安全性。本项目主体结构采用“巨型斜撑外框架-核心筒-伸臂桁架”抗侧

力结构体系，包括核心筒-型钢混凝土巨柱-伸臂桁架主要抗侧力体系以及巨型斜撑外框架次要抗侧力体系。 

 
2 主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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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了工程概况和基础形式，并采用通用有限元软件 ETABS 对结构进行整体弹性分析，MIDAS 补

充校核。采用 ABAQUS 以及 SAP2000 对结构进行整体弹塑性分析，并校验计算结果是否满足性能目标要求。

采用 ABAQUS 以及 ANSYS 对关键节点进行数值模拟，数值模拟验证了“强节点，弱构件”的设计要求。 

 

3 主要研究内容 

  

主要介绍了成都绿地中心工程概况及结构体系特点，塔楼主体结构采用“巨型斜撑外框架-核心筒-伸

臂桁架”抗侧力结构体系，采用桩筏基础形式，筏板厚度 4600mm，采用中风化泥岩作为桩基持力层，人工

挖孔扩底灌注桩等截面段桩身直径为 1800mm，扩底端直径为 3700mm，单桩承载力特征值分别为 45000kN

和 40000kN。并对塔楼整体结构进行弹性分析和弹塑性分析，整体分析结果表明各项计算指标都能满足规

范及抗震性能目标要求。选取成都绿地中心主塔楼第一道伸臂桁架斜腹杆与巨柱连接节点以及地下室底板

处斜撑巨柱连接节点进行数值模拟，数值模拟结果满足节点性能目标要求。 

 

4 主要结论  

 

本工程属于超 B 级复杂高层建筑，在结构设计中采用型钢混凝土巨柱、劲性钢筋混凝土核心筒、外伸

臂及巨型斜撑组成的“巨型斜撑外框架-核心筒-伸臂桁架体系”的多道抗侧力结构体系，该体系传力途径

简洁、明确。并根据结构体系和受力特点，对本工程制定了合理的抗震性能目标和加强措施，并对关键构

件和节点提出了更高的性能目标要求，确保结构的整体抗震性能。 

（1）结构整体弹性及弹塑性分析结果表明，塔楼具有较好的抗侧刚度及承载力，结构性能能满足规

范和抗震性能目标的要求。 

（2）通过对伸臂桁架巨柱连接节点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可得该连接节点受力合理，传力可靠，数值

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该节点满足性能目标设计要求。 

（3）对巨型斜撑与巨柱超长连接节点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该节点在性能目标下处于弹性状

态，满足设计要求。 

（4）该超限高层的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及加强措施，设计及研究结果可为类似超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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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综合楼超限高层结构设计 

 
甘尚琼                                                        陈哲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结构总工程师                        

深圳市深大源建筑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院                                            

1115294057@qq.com                                                         13823512722@126.com 

甘尚琼（1963-），高工，主要从事                                             陈哲 ，高工，主要从事本院建筑结构设计总工工作                        

高层建筑结构施工图审查和咨询工作                                      

                                                                   

摘  要：以一个体型复杂很不规则的超限高层结构为例，针对该超限高层建筑进行了结构弹性、弹塑性分析和针

对一些不规则的专项分析、抗连续倒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选取的结构体系、结构性能满足抗震设

防性能目标的要求。 
关键词：复杂超限高层结构；多重连体钢桁架结构；结构选型及优化；抗震性能设计；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1 工程概况 

 

本工程是 1 栋 6 层的高层综合楼，主楼南北向尺寸约为 87m，东西向尺寸约为 126m，结构高度为 32.10

米。设 1 层地下室，结构复杂超限。  

 

2 结构体系及特点 

 

结构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体系。 

本工程由于使用功能要求，平面及其复杂，每一层都不同，以至于造成以下问题：本工程带有超

长悬挑结构，并存在扭转不规则、细腰形平面、楼板不连续、竖向尺寸突变、竖向构件不连续、局部

穿层柱及斜柱、塔楼偏置多项不规则情况，属于特别不规则的特殊类型高层建筑。 

 

3 特殊部位的结构选型对比分析 

 

特殊部位悬挑桁架出挑部分及桁架的斜撑均采用纯钢结构，经结构选型对比分析，局部特殊部位大悬

挑部分底部分别加两根斜柱，底层加钢斜撑结构，从而减小悬挑长度。 

 

4 结构性能目标与实现 
 

4.1 结构性能目标 

本工程的抗震设计在满足国家、地方规范外，将根据性能化抗震设计的概念进行设计。本工程房屋高

度为A级高度，其性能目标可定为性能C。 

4.2 中震作用下特殊构件的计算结果 

根据结构布置特点综合考虑，进行了中震弹性验算，中震不屈服验算。结果分析表明：能满足中震不

屈服 中震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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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大震作用下的结构性能 

 　   经结构动力弹塑性分析，大震作用下的结构性能满足设定的抗震性能指标，满足结构安全性的要求。 

4.4特殊构件的专项分析 

4.4.1 楼板应力分析 

采用弹性楼板补充分析楼板应力，得出楼板应力云图提供施工图设计的依据。 

4.4.2 大跨度悬挑桁架分析 

对大跨度悬挑桁架的动力弹塑性分析，悬挑桁架满足中震抗剪弹性、抗弯不屈服，大震抗剪弹性、抗

弯不屈服；地铁出口斜撑及相邻两侧框架柱满足中震弹性，大震抗剪弹性、抗弯不屈服；托桁架柱满足中

震弹性，大震抗剪弹性、抗弯不屈服；外挑桁架根部混凝土墙满足中震抗剪弹性、抗弯不屈服，大震抗剪

弹性、抗弯不屈服。结构满足现行规范对该类结构在多遇地震下的各项控制指标。 

 

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道，本工程的结构设计能够实现抗震规范“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

震设防要求，能实现预定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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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业上城高塔总高度为 388m，在 8 个巨柱和核心筒间每层设置刚性连接的型钢混凝土连接梁取代加强

层设置伸臂桁架的传统做法，演绎成由带状桁架+周边平行双抗弯钢框架梁+型钢混凝土连接梁的巨型框

架-核心筒组成的新型结构体系，能有效地抵抗由地震作用和风荷载产生的巨大侧向力。设计采用基于性

能的抗震设计方法，通过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验证不同地震水准的结构性能及构件损伤情况，并根据分

析及试验结果采取适当的构造加强措施，使得结构整体及各构件的抗震性能均可达到预期的抗震性能目

标。 

关键词: 巨型框架-核心筒结构；型钢混凝土连接梁；抗震性能设计；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 

 

1 引言 
 

深业上城高塔建筑总高度为388m，采用了八柱巨型框架-核心筒结构，在办公楼层的巨柱间设置了两

道平行的环形封闭钢框架梁，巨柱间未设置重力柱，在设备和避难层的巨柱间设置了四道周边带状桁架加

强层，为克服伸臂桁架带来的刚度突变效应，在加强层未设置伸臂桁架，取而代之的是在每个楼层巨柱和

核心筒间设置了刚性连接的型钢混凝土连接梁，演绎出新型结构体系。 

 

2 巨柱设计 

 

由于核心筒刚度占比较大，巨柱及框架承担的地震剪力比很难满足超限审查要点中“多数不低于基底

剪力的 8%且 大值不宜低于 10%， 小值不宜低于 5%”的要求。通过增大各层墙体洞口、上层核心筒角

部墙体逐层削弱变为 SRC 柱、增加带状桁架道数以及在各平面内增设环向封闭的平行双钢框架梁等设计措

施来提高框架承担的地震剪力，各层框架承担的地震剪力占基底剪力的百分比由调整前 小约 3%调整至

不小于 7%。 

巨柱计算长度计算时忽略楼面钢框架梁对巨柱侧向约束的有利贡献，考虑巨柱有效约束位置位于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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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大的周边带状桁架加强层，采用SAP2000软件建立巨柱屈曲分析模型，并考虑大震弹塑性分析的

大变形作为初始缺陷进行线性屈曲分析得到屈曲临界荷载，根据欧拉公式可计算出各段巨柱的计算长度系

数。由于巨柱和核心筒间刚性连接的型钢混凝土连接梁刚度较大，屈服分析时进行了有无连接梁的对比分

析，巨柱屈曲模态均表现为绕弱轴方向弯曲，连接梁对巨柱的抗屈曲贡献较大。 

 

3 核心筒剪力墙设计 

 

为提高酒店层框架承担的地震剪力比，核心筒在62层以上逐步收进，需重点关注核心筒刚度突变带来

的地震损伤，根据计算结果，核心筒剪力墙受压损伤主要集中在连梁损伤和62层以上角部墙体，混凝土基

本达到承载力峰值，但未达到混凝土极限应变；受拉损伤主要集中在带状桁架及上下关联区域；模拟地震

振动台试验揭示在罕遇地震作用下首层东北角核心筒角部墙体局部出现轻微受压损伤。 

 

4 型钢混凝土连接梁设计 

 

考虑到型钢混凝土连接梁受巨柱和核心筒墙体的刚性约束，在核心筒角部墙体和巨柱的节点区内，采

用连续的内嵌型钢穿过节点，利用加劲板与连接梁充分连接，并确保连接梁纵筋在核心筒和巨柱内充分锚

固。分析结果表明连接梁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连接梁钢板的应力均未超过钢板的屈服强度。模拟地震振动台

试验表明，在多遇地震作用下仅发现3～5层的个别连接梁上翼缘混凝土表面出现轻微裂缝，中大震作用下

开裂位置裂缝并没有进一步扩展，钢筋和型钢未发现塑性应变，其他连接梁未发现可见裂缝。 

 

5 基础设计 

 

高塔地下室底板大部分位于微风化片麻岩区域，局部为强风化片麻岩，为避免地基的差异压缩变形导

致上部结构产生内力，在底板下非微风化片麻岩区域换填强度等级C40的素混凝土至微风化岩。基础采用

了筏板基础。考虑到混凝土浇筑时水化热等引起的伸缩变形受到微风化岩石的强约束引起混凝土开裂，在

基础和微风化片麻岩之间设置了50mm厚的砂石层，以减小岩石对混凝土温度变形的约束，避免筏板混凝

土开裂。三层地下室的埋深还不能满足1/15的建筑高度的天然地基基础埋深要求，分别进行了塔楼抗倾覆

和抗滑移验算，计算结果表明在100年重现期风荷载和罕遇地震作用下高塔自身抗倾覆安全系数分别为6.6、

3.0，抗滑移安全系数分别为10.1、2.8，基础底部均未出现零应力区。 

 

6 结论 

 

通过以上关键问题的分析和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验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巨柱和核心筒间每层设置刚性连接的型钢混凝土连接梁取代加强层设置伸臂桁架，能够保证

结构刚度沿竖向较平稳过渡，避免伸臂桁架加强层刚度突变带来的地震不利影响，是一种受力合理的新型

结构体系。 

（2）应合理地确定巨柱的计算长度，控制框架承担的地震剪力比。 

（3）采取可靠的构造措施，可确保型钢混凝土连接梁的承载能力及有效的传力。 

（4）对建筑物在100年重现期风荷载和罕遇地震作用下进行抗倾覆和抗滑移验算，可确保塔楼抗倾覆

和抗滑移能力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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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昌绿地中央广场双子塔楼高度303米，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双重抗侧力结构体系；塔

楼屋面以上“皇冠”结构高度达53m，采用钢框架-钢核心筒的结构体系。阐述了结构弹性及弹塑性

分析结果，并探讨了塔楼设计的关键问题：由于结构造型复杂及双子塔的复杂风环境，通过风洞试

验确定合理风荷载值；核心筒剪力墙采用切角设计，论述两次墙体斜向转换的研究及解决方案；为

顺应建筑几何形体的变化要求，框架柱采用钢管混凝土叠合柱，找到经济性与实用性的平衡点；对

复杂造型且位于高空的塔冠结构，针对其专项分析特点进行了系统论述。细致的专项分析及设计研究确

保了塔楼设计的安全及合理性。 

关键词：框架－核心筒；风洞试验；斜墙转换；钢管混凝土叠合柱；塔冠结构 

 

1 工程概述 
 

江西南昌绿地中央广场项目地处红谷滩新区重要位置，两栋超高层塔楼为相同的 60 层办公塔楼，塔

楼建筑高度为 303 米，结构大屋面高度 250 米，地上双塔总面积为 22.5 万平方米，地下总面积为 6.5 万平

方米，设三层地下室，地下室部分连成为整体，在塔楼地下各层及首层周边设置沉降后浇带。 

 

2 结构体系 
 

主体塔楼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双重抗侧力结构体系。钢筋混凝土核心筒作为主要抗侧力结构

体系，低区为正方形，在 21 层斜向切正方形四角部核心筒渐变为八边形，在 51 层八边形四角部继续斜向

内收核心筒渐变为正八边形，核心筒角部渐变处通过斜墙进行转换。框架柱低区采用钢管混凝土叠合柱，

中高区采用钢筋混凝土柱，框架梁采用钢筋混凝土梁。由于建筑体型的特殊性，周边框架柱自首层开始至

顶层均为斜柱，从而产生各层结构平面均不相同。塔楼屋顶以上约 50 米高的“皇冠”由钢结构框架-钢支撑

筒组成。主体塔楼的楼、屋盖体系核心筒内、外区域均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标准层楼板厚度 1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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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筒斜墙转换层楼板厚度 200mm。 

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结构设计中，多遇地震作用计算基于安评报告的地震动参数，设防烈度地

震和罕遇地震作用计算取规范的地震动参数。 
      

3 基础设计  
 

主体塔楼采用桩筏基础，核心筒下基础底板厚度为 3600mm，外框柱与核心筒间筏板厚 2600mm。基

桩采用钻孔灌注桩，外框柱采用一柱两桩，核心筒下采用群桩，桩径 Φ1300mm，采用⑥-3 微风化砂砾岩

为桩端持力层。 

 

4 整体结构弹性分析 
 
结构分别采用 SATWE，ETABS 软件进行整体计算。塔楼结构计算以地下室顶板为嵌固部位。结构前

3 阶自振周期为 5.53s，5.46s 和 2.17s，T3/ T1=0.39（平扭比）。本工程风荷载引起的基底剪力、倾覆力矩比

中震作用下略大。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结构 大层间位移角分别为 1/640 和 1/2019。结构扭转性能较好。

除底部几层外，其余楼层剪重比均满足不小于 0.6%的要求。结构 X 向、Y 向刚重比均大于 1.4，满足整体

稳定要求，但需考虑 P-△效应。 

 
5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与弹塑性分析 
 

本工程属超限高层建筑，根据性能化设计要求，针对不同部分构件的重要性选定主要结构构件的抗震

性能目标。主要竖向抗侧构件核心筒剪力墙底部加强区、斜墙转换部位正截面承载力性能目标达中震弹性，

墙体大震下满足抗剪截面要求。 

弹塑性分析表明，大震作用下结构 大层间位移比是 1/256，满足规范对大震时程分析的限值 1/100

要求。周边框架柱未出现拉力，框架梁在地震中有屈服，但均不超过防止倒塌的限值。屋顶“皇冠”钢构件

处于弹性。结构竖向构件(剪力墙和周边柱)在大震下保持弹性。连梁和框架梁出现了逐步屈服，这表明由

地震产生的能量得到了消散。 

     

6 设计关键问题和对策 
 
对设计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分析研究。（1）风荷载的确定，风洞荷载较规范风荷载略大，结构分

析计算都以风洞荷载为基础。（2）核心筒竖向切角设计，核心筒平面形状在 21~23 层及 52~54 层分别作

了切角收进由正四边形变化为正八边形，在这两处结构转换位置都设置斜向墙体，使核心筒具有连续的传

力路径。斜向墙体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在斜墙的起始及转折楼层处产生水平力，其通过与倾斜墙体相交的

外围翼墙直接进行传递。（3）钢管混凝土叠合柱设计，塔楼几何形体的特点是通过改变每层周边框架柱

的倾斜角度来体现的，采用钢管混凝土叠合柱与塔楼几何形体的变化紧密契合，显著减小柱的截面尺寸，

但其轴心抗压承载力大幅度提高。（4）对复杂造型且位于高空的塔冠结构，采用钢框架-钢核心筒的新型

结构体系，并对其需开展专项分析的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 

 

7 结语 
 
南昌绿地双塔结构设计 大限度地满足建筑功能要求，通过风洞试验合理选取确定风荷载值，核心筒

剪力墙采用切角设计，进行两次角部墙体转换。为顺应建筑几何形体的变化要求，框架柱采用钢管混凝土

叠合柱，找到经济性与实用性的平衡点。将新型结构形式运用于塔冠结构，使其更为新颖、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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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茂深坑酒店坑下近70m高，主体结构依崖壁而建，立面形态复杂；在坑底及崖壁设置两个支承点，

结构及构件的受力规律极为特殊。基于力学简化模型，阐述了上下两点支承结构的整体受力规律。

探索了主框架竖向构件在各荷载工况下内力权重；研究了主框架钢管砼柱与钢支撑重力荷载下的轴

力分布规律，分析表明其内力分布与结构形态紧密相关；基于强迫位移概念论述了跨越桁架刚度控

制的重要性及解决方案；采用ANSYS软件对若干关键节点进行了有限元分析；研究了不同施工顺序

下主框架内力变化规律，论述了施工模拟分析的重要性。通过对钢结构主框架受力规律的研究，保

证了结构设计安全性与经济性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折线形主框架；两点支承；受力规律；ANSYS节点分析；施工模拟        

 

1 工程概况 
 

世茂深坑酒店坑下近70m高，在坑底及崖壁设置两个支承点，结构及构件的受力规律极为特殊。坑内

建筑平面狭长，设计时通过设置抗震缝，将坑内建筑分成两个平面相对规则的结构单元。两侧圆弧形曲线

客房单元沿径向的竖向剖面也呈现不同的折线形态。 

 

2 塔楼整体结构力学性能特点 
 

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受力变形特点是一端固结、一端铰支梁的特性。和悬臂梁模型相比，一端固

结一端铰支梁在地震作用下中部的层间剪力 小，两端较大，梁的弯矩较小。悬臂梁模型在地震作用下变

形特征是弯曲变形，层间位移角大，但位移成分中包含较多的无害位移；一端固结一端铰支梁在地震作用

下的变形特征是剪切变形，层间位移角小，但位移成分中包含较多的有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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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框架关键构件受力规律及设计对策研究 
 

（一）、主框架竖向构件在各荷载工况下内力分布规律 

研究表明，钢管柱与钢支撑构件重力荷载产生的内力占较大比例，超过半数的钢管柱及柱间支撑控制

荷载为重力荷载；部分杆件的控制荷载为中震弹性，但重力荷载仍有较高比例；风荷载内力占比很小。 

（二）、主框架钢管砼柱内力规律及设计研究 

主框架折线形的形态导致了其自重作用下内力分布规律的特殊性，主要如下所述： 

（1）、对双向弯折钢管砼柱，靠近跨越桁架一侧的中上位置及靠近另一侧柱底端位置的轴力值相对较

大。在主框架中上位置，部分钢管砼柱出现拉力。 

（2）、对单向弯折钢管砼柱，柱底轴力 大，但跨越桁架侧钢管砼柱高于靠近坑内侧。 

（3）、主钢框架柱轴力的传力特点为：内力向倾斜方向柱传递，轴力分布呈现高度不均匀性。 

对于局部加强处理的异形钢管砼柱采用ANSYS软件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分析表明：异形钢管砼柱截面

满足设计要求，且有一定安全储备。 

（三）、主框架钢支撑内力规律及设计研究 

本工程钢支撑需承担竖向力，且比重较高。研究表明：在竖向荷载下，钢支撑的内力并不均匀，具有

非常明显的规律性：在柱间交叉支撑杆件中，支撑轴力向框架柱倾斜的方向传递，压力很大；而另一根支

撑杆件的压力则较小，部分甚至出现了受拉的现象。支撑截面设计时充分考虑了上述受力特点与规律。 

柱间支撑与钢管砼柱连接节点采用支撑较厚双腹板贯通钢管柱与钢管全熔透焊接。支撑与楼面梁连接

采用在节点域局部"   "字型截面进行节点设计。 

（四）、主框架跨越桁架构件及节点设计研究 

跨越桁架不仅为主框架提供侧向约束，且是地上钢结构的弹性支座，故合理地考虑跨越桁架的刚度，

即确定合适地楼板刚度贡献非常重要。经过计算比选， 终选定了有效楼板厚度为20mm，即约180mm实

际楼板厚度的10%，用于提高跨越桁架本体的刚度，并适当承担跨越桁架弦杆的轴向内力。 

跨越桁架关键节点包括跨越桁架所立圆钢管柱节点及跨越桁架支座处节点。其中，跨越桁架支座处杆

件交汇节点在性能目标要求下包括剪力设计值超过1000t，采用ANSYS进行了节点有限元分析，研究表明：

在包络内力下，整个节点基本处于弹性状态下，满足大震不屈服性能目标的要求。 

（五）不同施工顺序下框架内力变化规律研究及施工模拟分析的重要性 

研究了主框架钢结构在荷载与刚度同时形成的一次性加载、刚度形成之后荷载逐层施加的施工顺序、

以及荷载与刚度均逐层施加的施工顺序这三种不同施工顺序工况下钢管砼柱的内力变化规律。 

研究表明：仅考虑自重工况，逐层加载内力变化较大， 大轴力增加达50%左右，结构设计不建议采

用此施工顺序。桁架刚度形成后再加楼板等自重，自重下柱 大轴力增加值为20%，考虑中震弹性内力叠

加后，实际钢管砼柱综合设计应力比在此施工顺序下增加不大于13%。 终施工顺序为采用楼板混凝土施

工三层后停止浇筑，待钢结构刚度以及上下支座约束形成后再补充浇筑楼板混凝土的施工顺序，有效得减

小施工工况对钢构内力的影响。在结构设计时，构件设计采用了考虑施工模拟分析的包络应力比设计结果。 

 

5 主要结论 

 

（1）主体结构上下两点支承的特点决定了其受力规律的特殊性及结构指标统计的复杂性。 

（2）主框架竖向构件在各荷载下内力分布规律研究表明，重力荷载产生的内力占较大比例。 

（3）自重下框架柱与支撑受力有其特殊性与规律性。ANSYS 分析表明，局部加强异形柱满足设计要求。 

（4）跨越桁架为其立柱的弹性支座，确定了楼板刚度贡献。对桁架节点进行了设计与 ANSYS 分析研究。 

（5）不同施工顺序下主框架内力规律研究表明，不同施工顺序下内力将有较大差异，在桁架刚度形成、

上下两点支座提供约束之前，竖向荷载增加应严格控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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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凌水湾某超高层住宅群结构设计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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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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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元（1969-）,本科, 主要从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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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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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连凌水湾某住宅群 5 栋高层住宅均为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A1#、A2#楼结构高度 149.25m，属

于 B 级高度超限高层建筑。本文以 A1#楼为例，详细介绍了超限设计的主要内容，同时对处于岩石地基

且埋深较浅的 A3#、A4#楼整体抗倾覆设计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超高层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基础埋深  

 

1 工程概况 

 

凌水湾七贤东路东侧原纸箱厂地块项目（未名山）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西临七贤东路，北侧

为市政规划道路，东、南两侧为公共绿地山体，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2.07 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9.52

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商业公建及地下车库。 

本工程 A1#-A5#楼使用性质为住宅，均采用全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因建筑群位于山脚下，场

地南高北低，室外高差达 7.8 米。5 栋楼共用地下室，南侧三层地下室，北侧因地势原因实际为一层地下

室。A1#楼位于本项目南侧，地上建筑层数为 44 层，建筑面积 2.38 万平方米，标准层层高 3.30m，建筑高

度为 149.25m，出屋面设有 9.6m 高混凝土装饰架。A2#楼基本同 A1#楼。A3#-A5#楼地上 32 层。 

 

2 结构体系 
 

A1#楼地上主体结构为 44 层，室外地坪至屋面板顶高度为 149.25m，采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

平面规则，结构单轴对称布置，平面长宽比 1.39 ，建筑高厚比 6.6，为 B 及高度超高层建筑。 

 

3 结构设计与计算 
 

分别进行了多遇地震作用和风荷载作用、中震弹性及中震不屈服、弹性动力时程以及静力弹塑性分析

的计算，均满足规范要求及设定的性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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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埋深较浅的 A3#、A4#楼整体倾覆设计 
 

    A3#楼室外结构高度 118.5 米，高宽比 6.7，加厚筏板至 2.2 米，室外 低处基础埋深 5.0 米，埋深为

H/24。根据《高规》及《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结构（地基与基础）2009》一般天然地基或复

合地基，埋深可取房屋高度的 1/18，且不宜小于 3 米；岩石地基埋深不受限制。 

在不考虑与主楼相连接的周边结构及基坑被动土压力的有利作用，单独计算主楼部分，在重力荷载代

表值与风荷载标准值、重力荷载代表值与多遇水平地震标准值共同作用下，两个方向基础底未出现零应力

区，上部结构整体抗倾覆满足要求，但 Y 风向倾覆基本达到临界值。同时，结构地基满足承载力要求且满

足整体稳定（刚重比）要求。 

 目前没有相适应的软件来考核罕震下的结构整体稳定，现有规范也仅对水平荷载及小震下基底零应

力区做以要求来满足罕震下的整体抗倾覆。因本工程基础埋置深度较规范要求放松较多，补充了近似罕震

作用下的抗倾覆验算，Y 向罕震下抗倾覆已超出临界界限。 

综合考虑了风载、小震及近似罕震的倾覆计算结果，对 Y 向抗倾覆力矩偏小的不利情况在设计时采取

了以下加强措施以增加结构抗倾覆力矩：1、在基础南北边端布置一定数量的抗拉岩石锚杆以增加 Y 向抗

倾覆力矩。2、将筏板四周均外挑出 1.2 米飞边，扩大了基底面积，进一步缩小水平力下基底零应力区，同

时飞边上覆土重量也可起到有利作用。3、将 2.2m 厚筏板高度肥槽内采用 C30 砼灌实，回填砼与中风化岩

石将结合为一整体，水平力作用下结构有侧向位移时，可以提供更高效的约束力，受压侧由回填砼提供的

压力及受拉侧筏板侧与回填砼的之间的摩擦力产生抗倾覆力矩，将改善罕震下的抗倾覆力矩不足问题。地

下室回填土的被动土压力可以作为安全储备，同时与塔楼相连接的三层周边结构也可分担一部分整体倾覆

力矩。 

 

5 结论 

 

通过两个不同软件对整体结构的计算分析，互为验证后，结构的刚度与变形特性满足规范规定的限制

要求，按设定的性能目标及相应措施，通过对超高层复杂结构进行弹性、弹塑性分析，实现预期的性能目

标，采用比规范要求更高的抗震构造措施对重要的构件做适当的加强。 

同时，提出了埋深较浅的高层建筑的抗倾覆设计的一些想法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1）因岩石地基埋藏较浅，基础埋深可按相关规范规定予以放松，但应满足风载及小震下基底零应

力区范围的控制要求； 

（2）基础埋置深度过浅的高层建筑，为保证罕震下结构不发生整体倾覆破坏，采取筏板下设置抗拉

锚杆、筏板高度范围内采用 C30 砼灌实及筏板增加飞边等措施来增强抗倾覆力矩； 

（3）倾覆计算时不考虑回填土的被动土压力及周边与之相连结构的有利作用，将其作为建筑的安全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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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圳某连体项目，两栋塔楼高度约 87 米，连接体在 75 米高处将两栋塔楼连接，连接形式为强连接，连

接体以上还有 4 层住宅。连接体采用钢桁架结构，高度 7 米，跨度 56 米，且在平面上偏置，属于大跨

度的偏心连体结构。从结构特性、荷载考虑、施工顺序优化、罕遇地震弹塑性时程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分析，提出了具体的抗震加强措施。其分析及设计思路可为类似的连体项目提供参考。 

关键词：连体结构；强连接；大跨度；偏心；高层建筑 

 

1 引言 
 

现行的建筑结构规范对连体结构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对于大跨度的偏心连体结构，在国内外更是

缺少理论研究和可供参考的工程案例。本文结合实际项目，深入研究了大跨度偏心连体结构的受力特点，

提出具体的抗震加强措施，完成结构设计，为连体结构项目的分析设计积累工程经验。 

本项目位于深圳，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0.10g），场地类别Ⅱ类，基本风压值 0.75KN/m²，地面粗糙

度类别 C 类。项目主要功能为住宅，有一层地下室，地上共 28 层，其中 1 层裙房，27 层住宅。其中地上

部分由南、北两栋塔楼组成，两栋塔楼均为剪力墙结构，高度 87.4 米，属于 A 级高度。 

两栋塔楼在 23~25 层经两榀桁架组成的连接体连接，连接形式为强连接。连接体为纯钢结构，桁架跨

度 56.000 米，属于特大跨度的高层建筑。桁架高度 7.000 米，桁架层以上有四层复式住宅。由于建筑方案

的限制，在平面上连接体为偏心设置。 

 

2 主要研究方法 
 

针对连体结构的特殊性，本文采用了多个不同的力学模型相互对比，从结构整体到关键局部，对结构

进行了详细的数值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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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连体结构的特点，本文首先研究了单塔模型自身特性对双塔模型的影响。 

双塔结构的振型中会存在两个分塔相对振动的振型，在地震作用下，会造成连接体部分内力复杂。为

了减少地震作用下此种振型对结构振动反应的贡献，本文对单塔模型和整体模型的模态、位移、扭转位移

比等指标进行把控，尽可能使分塔的对称，保证主振型中不出现分塔相对振动的振型 

本项目主要功能为住宅，连接体跨度 56 米，属于大跨连体结构，连接体本身具有连廊功能，但连接

体之上还有 4 层复式住宅，对舒适度要求较高。综合考虑，本项目采用强连接方案。 

连接体是连体结构的关键部位，在外部荷载下，其受力和变形非常复杂。在设计分析中，必须充分考

虑其所有不利工况。在缺乏风洞实验数据的情况下，为考虑分析两塔在风荷载下的相互影响，本文考虑了

7 种不同的风荷载工况。 

在风、小震所有组合及中震下，对桁架进行了包络设计，分析结果表明构件均能保持弹性状态，但桁

架两端下弦杆应力水平较大，承载力富余小。 

通过分析可知，在正常工作下，桁架下弦杆端部弦杆的应力过大，中部弦杆应力较小，而应力的主要

贡献来源于重力荷载。因此，为了增加端部弦杆的安全储备，同时更充分利用中部弦杆的承载力，对连接

体桁架的施工顺序进行优化，即采用了“先铰接后刚接”的施工顺序。分析结果表明，经过施工顺序的调

整，可有效利用截面承载能力，同时留有一定的富余度。 

对本项目的连体结构采用 ABAQUS 进行了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时程分析，地震波按 1:0.85:0.65 三方

向输入。分析结果表明结构可满足预定的抗震性能目标。 

 

4 主要结论 
 

本文结合实际工程项目，对大跨度偏心连体结构的受力特点及抗震性能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包括：

单塔模型自身特性对双塔模型的影响；在缺乏风洞试验数据情况下，考虑连体结构的不利风况；连接体各

杆件的受力特点；通过施工顺序的优化，有效提高桁架杆件的利用率；对连接体关键节点进行了详细设计

和有限元分析；对整体结构进行了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时程分析，提出了具体的抗震加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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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烈度区某超高层剪力墙结构设计 

 
叶左群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794290110@qq.com 

叶左群（1970-）,学士, 主要从事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主持海航豪庭

C14、19 等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李路彬 

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350262202@qq.com 

王娜（1981-）,硕士, 主要从事高层

建筑结构设计，参与海口日月广场、

海航豪庭 C19 等项目设计工作  

霍文营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Huowy888@163.com 

金辉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85896806@qq.com 

王方舸 

助理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64564657@qq.com 

吴启铭 

助理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97159348@qq.com 

杜晓丹 

助理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466381335@qq.com 

王娜 

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Nawang1007@163.com 

 

 

 

 

 

摘  要：本项目位于海口市大英山新城区核心区域的 C19 地块，地上 8 栋超高层塔楼，本文以 4#塔楼结构设计

为例，4#塔楼高度为 146.800m，属于高度超限高层结构，采用纯剪力墙结构体系，15 层和 29 层为避难

层。为了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对结构进行性能化设计，并按照性能目标的设定对结构构件设定不同的

性能水准，严格控制墙肢拉应力，并采取了相应的超限技术措施。弹性分析表明工程各项计算指标比较

理想，都能满足规范要求。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表明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型钢混凝土剪力墙能够

有效的发挥作用。 

关键词：超高层结构；结构设计；型钢混凝土剪力墙；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1 工程概况 
 

豪庭二期项目 C19 地块位于海口市大英山新城区的核心区域。项目用地北至国兴大道路，西至大英山

一路，南至大英五街，东至大英山二路，总建筑面积 352512.69m2，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249489.30 m2，

地下建筑面积 88847.93m2。地上由 8 栋超高层塔楼、1 栋幼儿园建筑和 2 栋小商业组成；其中 4#塔楼 高，

高度为 146.800m，本文重点介绍 4#塔楼的结构设计。4#塔楼地下共三层：夹层、地下一层、地下二层。

地上 44 层 ，地上建筑面积 2.845 万 m2，1 层为架空层，层高 4.9 m，2 至 44 层为普通住宅，层高 3.3 m，

其中 15 层、29 层为避难层，主体结构总高度 146.800m，室内外高差 0.300m，本工程采用剪力墙结构。 

 

2 结构体系特点 
 

本项目结构安全等级二级，设计基准周期 50 年，抗震设防烈度 8 度(0.3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

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别。 

单位面积自重为 15.36kN/m2。水平地震作用下基底剪力和倾覆弯矩全部由剪力墙承担，剪力墙底部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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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大，在自重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水平力逐渐增大，引起构件偏拉或偏压，导致底部混凝土构件因拉应

力过大出现裂缝，降低了混凝土的抗剪承载力，需要严格控制混凝土剪力墙的拉应力。 

 

3 结构方案优化 
 

在剪力墙结构方案中，给出了两个方案，分别是不同楼层高度处的墙厚变化方案。方案 1（墙厚分布

更合理）比方案 2 总质量减小 10.4%，基底剪力 X 向减小 15%，Y 向减小 7.4%，吸收的地震作用明显减

小，在地震作用下对结构整体抗震更趋有利。 

 

4 基于性能目标的抗震设计及抗震超限类型 
 

按照高规和超限高层审查技术要点要求，经过与业主沟通， 终将结构抗震性能目标设定为 C 级，即

在多遇地震、设防地震、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性能水准分别是 1,3,4。通过不规则判定可知，都能满足规范要

求，本项目只有一项高度超限（H=146.800m>110m）情况，属于超 B 级高度建筑。针对超限情况，本工程

结构设计中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和加强措施。 

 

5 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采用有限元软件 PKPM-SAUSAGE 进行了大震作用下的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考虑了几何非线性和材

料非线性，选用了 2 组天然波和 1 组人工波，大震下和小震下的基底剪力比值为 2.920～4.563，表明结构

抗震性能良好，具有一定的安全储备。模型中输入了中震和大震下为满足性能目标要求而设置的剪力墙内

部型钢。计算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剪力墙墙肢均未出现显著的受压损伤。整体结构损伤主要集中在 2~44

层的连梁上，符合剪力墙结构设计“强墙肢弱连梁”的基本概念，结构边缘构件基本上均为弹性状态，剪

力墙水平分布钢筋也均处于弹性状态，没有出现塑性应变，满足了预先设定的大震下的抗剪和抗弯性能目

标要求。 

 

6 设计难点关键技术控制 
 

通过采取对拉应力超限的墙肢内设置型钢、对不满足剪压比的连梁内设置对角斜筋等措施，使重要构

件和一般构件满足了设防地震下的性能目标。 

 

7 结论 
 

经过小震，中震，大震计算分析表明，工程各项指标均满足规范要求，对超限采取的各项措施充分发

挥了效能。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66 

 
深业中城超高层结构设计 

 
刘云浪  李建伟  

高级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yunlang_liu@163.com 

刘云浪（1981-），硕士，主要从事高层建

筑结构、大跨空间结构研究，参与深业中

城、华润总部大厦、长沙梅溪湖城市岛、

海西金融大厦、卓越青岛世纪中心、深圳

北站等设计工作。 

广东省超限高层专家委员会委员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li.jianwei@ccdi.com.cn 

李建伟（1973-），学士，主要从事高层建

筑结构、大跨空间结构研究，参与国家游

泳中心、南山文体中心、卡塔尔多哈超高

层办公楼、深业中城、长沙梅溪湖城市岛、

卓越青岛世纪中心等设计工作 

宁旭 凌振杰 陈有仲 

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ning.xu@ccdi.com.cn 

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ling.zhenjie@ccdi.com.cn 

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chen.youzhong@ccdi.com.cn 

 

摘  要：深业中城项目三栋塔楼是存在多项超限情况的超限高层结构。对结构抗震性能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

结构特点进行了若干专项分析。在抗震性能分析过程中，首先确定了抗震性能目标及设计方法，然后对

结构及构件在小震、中震、大震作用下的性能进行了分析， 后基于结构特点、抗震性能分析结果有针

对性地采取了抗震措施。通过一系列分析与设计，提高了结构安全性。 

关键词：抗震性能；动力弹塑性；顶部收进；墙托柱；抗震设计措施 

 

1 工程概况 
 

深业中城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与农园路交汇处。项目总占地面积为36114.59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为350440.31平方米。该项目由4层地下室、地上4层裙房及5栋高层塔楼组成。其中，1号楼为150.300

米超高层住宅（46层，标准层层高为3.150m），2号楼为99.650米高层住宅（30层，标准层层高为3.150m），

3号楼为99.650米高层住宅（30层，标准层层高3.150m），6A号楼为185.200米办公和公寓（44层，办公标

准层层高4.200m，公寓标准层层高3.600m），6B号楼为159.150米酒店和公寓（42层，标准层层高3.600m），

效果图如图1所示。其中，1号楼、6A号楼、6B号楼属于超限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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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效果图 

1 号楼存在高度超限、扭转不规则、凹凸不规则、尺寸突变等多项超限情况[1-3]。6A 号楼存在高度超

限、扭转不规则、楼板不连续、竖向构件不连续等多项超限情况[1-3]。6B 塔楼存在高度超限、扭转不规则、

楼板不连续等多项超限情况[1-3]。结构构成及典型平面图如图 2~图 4 所示。 

 

2 主要分析设计思路 
 

对结构抗震性能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结构特点进行了若干专项分析：跃层墙跃层柱分析、顶部收

进结构分析、框架梁搭接在连梁分析、墙托柱节点分析等。在抗震性能分析过程中，首先确定了抗震性能

目标及设计方法，然后对结构及构件在小震、中震、大震作用下的性能进行了分析， 后基于结构特点、

抗震性能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抗震措施。通过一系列分析与设计，提高了结构安全性。 

 

3 主要分析内容 
 

结构在重力作用下满足安全性能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工程的重要性、抗震设防烈度、结构特性和造价、震后

损失和修复难度并征求业主和专家意见，本工程抗震性能目标设定为C 级；因此，在小震、中震、大震作用下，

结构性能水准应分别达到 1、3、4 水准。基于性能目标，采用 SATWE、ETABS 两个软件进行小震校核分析，

对结构进行了中震不屈服、中震弹性分析，以及采用 Perform 3D 软件进行大震动力弹塑性分析。结合各栋塔楼

结构特点分别进行了专项分析：采用 SAP2000 及 SATWE 对跃层墙跃层柱进行分析、采用ETABS 及 SATWE 对

顶部收进结构进行分析、采用 ETABS 及 SATWE 对框架梁搭接在连梁分析、采用 ABAQUS 及 SATWE 对墙托

柱节点进行分析。 后基于结构特点、抗震性能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加强措施。 

 

4 主要结论 
 

基于结构整体及构件层面，通过小震弹性分析、中震不屈服及弹性分析、大震动力弹塑性分析，并对

结构特点进行了若干专项分析，针对各栋塔楼的不规则性和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抗震措施。实现了结构的抗

震性能目标，确保结构安全。可供类似项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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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水贝中心大厦结构设计 

 
冯詠钢                          

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szfeng9@126.com                   

冯詠钢（1960-），硕士，主要从事高层建

筑和大跨空间的设计研究，主持了金水贝

中心大厦、创智大厦，中山灯城，海湖体

育中心等         

李家亮                            

工程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838369630@qq.com                     

李家亮（1986-），硕士，主要从事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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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文伟 

工程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蔡长林 

工程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高春明 

工程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王宝婧 

工程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摘  要：金水贝中心大厦高度180米，结构体系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属B级高度的高层建筑，且同

时存在多项超限项。本文针对塔楼结构特点，就本工程的出现的超限问题，抗侧力构件的类型选择，以

及结构方案的优化比较，计算模型的选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计算。根据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结果，

针对薄弱部位和关键构件采用了相应的抗震加强措施和节点优化。 

关键词：框架-核心筒；穿层柱；型钢混凝土柱；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 

 

1 工程概况 
 

金水贝中心大厦位于深圳市罗湖区。该项目由一栋塔楼和裙楼组合而成，塔楼与裙楼间未设抗震缝。

塔楼高180米，34层；裙楼高24.3米，5层，总建筑面积为8.7万平方米。地下室为二层，嵌固端设置在负

一层底板。塔楼结构高宽比为5.3，核心筒高宽比为13.7。参见图1~图4。 

 

图 1建筑效果图                                         图 2建筑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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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塔楼平面布置图                                图4 结构裙楼平面布置图 

 

2 设计方法及主要内容 
 

本工程属于B级高度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在7度区≤180m的 大高度，同时塔楼还存在多项不

规则项。本文根据工程结构实际情况，多方案计算分析比较，择优选择结构体系等方法，对塔楼和裙楼进

行了设计研究，其主要工作为： 

（1）上部结构设计 

塔楼抗侧力体系采用框架—核心筒结构，外框柱从负二层至十一层采用型钢混凝土柱。三个架空层外

框柱也采用型钢混凝土柱，其余楼层的框架柱均为钢筋混凝土柱。核心筒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结构平面布

置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多种程序计算分析表明：塔楼各项指标满足规范要求。 

（2）结构超限及对策 

根据结构超限的实际情况，对结构关键构件的抗震性能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关键构件和部位采取了比

规范更严格的配筋构造和加强措施。 

（3）核心筒设计 

核心筒Y方向高宽比略大于规范给出的高宽比限值。计算结果表明其层间位移的计算值就能满足规范

要求。 

（4）穿层柱稳定性验算 

由于穿层柱构件自由长度一般较长，有必要对此类柱子进行稳定性分析。本工程利用 Midas gen 建立

了结构分析模型对该超高层结构整体稳定性进行了计算分析。 

（5）塔楼外框架梁不连续计算分析 

本工程结构较弱方向核心筒高宽比已达 13.7，具有较大的抗弯抗剪承载力。结构计算分析也表明，结

构周期、扭转位移比、框架承担的地震作用相差很小，对结构影响甚微。 

 

3 结语 
 

合理选择结构类型和结构体系是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主要工作，是选择正确合理的结构体系和构件

类型的重要任务，它关系到结构的经济指标和抗震抗风性能。 

对结构存在的超限问题和难点应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加强概念设计，进行多程序对比计算分析，

并采取有效合理的抗震加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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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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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娜 

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Nawang1007@163.com 

王娜（1984-）,硕士, 主要从事高层

建筑结构设计，参与海口日月广场、

海航豪庭 C19 等项目设计工作 
 

霍文营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huowy888@163.com 

金辉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85896806@qq.com 

李智博 

助理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841899656@qq.com 

李路彬 

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350262202@qq.com 

 

摘  要：海航豪庭 1#SOHO 办公和酒店楼主体结构总高度 132.450m，室内外高差 1.200m，是存在竖向刚度突变

的超高层结构。本工程采用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为提高结构整体刚度并提高结构抗震性能，在 11、

23 层设置了 BRB 防屈曲支撑，在 X 向（平面短向）的 10 至 34 层；Y 向（平面长向）的 6 至 23 层设

置了 MD 阻尼器。根据工程特点，采取了相应的超限技术措施。弹性计算分析表明工程各项计算指标较

理想，整体设计满足规范。弹塑性时程分析表明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防屈曲支撑和 MD 阻尼器有

效发挥了作用。设计中的 SRC 柱（墙）与 SRC 梁连接节点构造可为以后工程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超高层结构设计；防屈曲耗能支撑；MD 阻尼器；型钢混凝土梁柱节点；钢板墙 

 

1 工程概况 
 

海航豪庭 1#SOHO 办公和酒店隶属于海航豪庭二期项目 C19 地块，位于海口市大英山新城区的核心区

域，大英山新城区是海口市着力打造的中央商务区和省级行政及文化中心。C19 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51975.5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52512.69 平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249489.30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10745.53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88847.93 平方米。其中 1#楼地下共三层，地上 35 层 ，在 4 层设置了设

备层，11、23层设置了避难层，地上建筑面积 62875平方米，主体结构总高度 132.450m，室内外高差 1.200m，

出屋顶部分设有 14.0m 高装饰架。本工程采用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主楼为一整体，未设永久变形缝，东

西向设一道后浇带。 

 

2 结构体系 
 

1#楼主体结构总高度 132.450m，为超 B 级高度的建筑。为减轻自重并满足建筑功能要求，结构底部

核心筒外墙为 900mm，逐步收进，至顶部为 400mm。底部楼层的柱截面为 1200x1800，至顶部为 900x900，

为保证柱轴压比和延性，24 层以下框架柱采用型钢混凝土柱。 

对比了四个方案， 终确定采用本工程防屈曲支撑加 MD 减震器方案。结果也表明，对于工程 150m

左右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设置伸臂加环桁架加强层和加减震器方案，均可满足位移要求。但在

此结构高度下伸臂和环桁架利用效率较低，而会带来楼层抗剪承载力突变，导致框架分担地震力较小，中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71 

震计算时伸臂构件易出现屈服。 

 

3 小震弹性计算分析 
 

分别采用 YJK 和 MIDAS 进行了小震整体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结构周期比、位移、剪重比等各项指标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且两种软件结果基本吻合，说明了结果的可靠性。框架部分分担地震剪力基本满足规

范要求，对满足 10%的楼层进行地震剪力调整，以确保框架与核心筒共同抵抗地震力。 

按照规范要求进行了结构弹性时程分析补充计算，计算结果与反应谱法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4 设计难点及解决方案 
 

由于地震烈度较高，引入了 BRB 防屈曲支撑和 MD 减震器新技术的使用，进行了减震器和 BRB 性能

设计分析，结果表明其在中大震中发挥了很好的耗能作用。针对抗震性能目标，本工程设计中的几项设计

难点和相应解决方案如下： 

（1）根据性能目标，进行了 “中震弹性”下的底部加强区框架柱和剪力墙斜截面验算、“中震不屈

服”下的剪力墙和墙体正截面及其他构件验算等。其中难度相对较大的为墙体拉应力验算。 

通过验算各层墙肢拉应力，可以看出，由二层开始，墙厚及混凝土标号相同的各层，拉应力逐层递减；

在五层以下需配置型钢抵抗拉应力；6 层及以上各层墙体拉应力均小于 1.2ftk，无需设置型钢。 

（2）本工程利用 PKPM-SAUSAGE，选用 3 组地震波，进行了结构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结构能够

完成整个弹塑性时程分析过程而不发散。主体结构在各组地震波作用下的 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均满足小

于框筒结构 1/100 的规范限值要求。在大震抗剪验算中，除中震拉应力配置的型钢尚需在底部五层墙体内

设置钢板，来保证墙体抗剪截面及承载力要求。通过在边缘构件设置型钢以及钢板墙，显著提升了筒体剪

力墙的抗震性能，能够保证墙肢大震抗剪不屈服，总体墙体损伤在合理范围。型钢的设置增加了节点设计

的难度，本工程节点设计可为以后类似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4）采用消能减震技术给主体结构提供更好的保障，阻尼器在小震提供刚度，中大震进入屈服耗能。

通过小震到中大震阻尼器刚度的退化和屈服耗能，有效地降低地震力。与阻尼器连接的框架梁通过设置型

钢，来保证各阶段的性能及在大震阶段的极限承载力。连接墙保证大震弹性，保证阻尼器耗能作用的发挥。 

 

5 结论 
 

海航豪庭 1#SOHO 办公和酒店楼属于竖向一般不规则的超 B 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根据本工

程特点，对重要结构构件制定了相应的性能目标，并根据计算分析的结果和超限委员会意见采取相应的技

术措施，使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计算分析表明，结构的体系和主要构件能够达到既定的设防目标，

满足结构安全性的要求，具有良好的设防烈度抗震能力。MD 减震器和防屈曲支撑可有效发挥耗能作用。

节点构造复杂，可为以后工程的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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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泰苹果园高层住宅楼钢结构设计 

 
刘强 

工程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Liuqianghit@163.com 

刘强（1985-），硕士，主要从事 

建筑结构的设计与研究，参与沈 

阳宝能环球金融中心 T2 塔楼、 

东莞海洋王照明博物馆、兰泰苹果园

高层住宅楼钢结构设计等项目的设计

工作 

 

张剑                     

教授级高工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sword1963@163.com 

张剑（1963-），硕士，主要从事 

建筑结构的设计与研究，主持 

深圳万科东海岸（一、二期）、上海万科四

季花城、深圳金泓凯旋城、重庆查氏中心、

深圳瀚森大厦、东莞海洋王照明博物馆等项

目的结构设计，主持敞口水池 CAD 系统、

AutoCAD 与 ANSYS 接口程序、ABAQUS

弹塑性分析二次软件开发等研发工作 

 

摘  要：高层住宅楼钢结构在我国应用较少，尤其在高烈度区。本文基于实际工程项目，介绍了框架-中心支撑体

系在高层住宅楼钢结构中的运用以及钢结构住宅设计的特点和要点，可供相关工程设计人员参考。 

关键词：钢结构住宅；框架-中心支撑体系 

 

1 工程概况 

 

本项目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由高层住宅楼、综合住宅楼、沿街商业、物业用房、幼儿园及其他配套建

筑组成。本文以项目中 12#楼结构缝左侧单体为例，介绍高层住宅楼钢结构的设计特点和要点。 

 

2 设计标准与目标 
 

作用标准：包括重力作用、风力作用、地震作用，其中地震起控制作用。 

设计目标：满足建筑功能要求，满足结构强度、稳定、变形、防火防腐、舒适度等要求。 

 

3 结构体系的选择与结构布置 

 

根据项目特点选用钢结构框架-中心支撑体系。框架柱采用方钢管混凝土柱；斜撑布置遵循双向、均匀、

对称等原则，采用“X”、“八”字形，单斜杆等形式；根据客厅不布梁、主要房间不露梁等要求，并遵循

双向、均匀等原则布置钢梁；楼板采用 130mm 厚钢筋桁架楼承板，隔音效果较好，可保证住户的舒适性。 

 

4 结构多遇地震作用分析 
 

经反复调整和计算，各项指标均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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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节点分析 

 

在设计节点的隔板时，需保证节点既满足强度、延性及构造要求，同时也要便于施工以确保混凝土浇

捣质量。因此，对节点内部隔板的开孔尺寸、形状、厚度、隔板尺寸规格化方面等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研

究。梁端弯矩是影响节点横隔板应力的主要原因，通过控制横隔板的 Mises 等效应力比在 0.85 以下，来确

定隔板的合理尺寸，保证节点的强度和延性。 

 

6 结构罕遇地震作用验算 

 

计算结果表明，结构耗能机制较好，以梁端屈服耗能为主。结构沿竖向变形平滑，弹塑性层间位移角

均小于 1/50，满足规范要求。 

 

7 构造措施 

 

其它构造措施主要包括：为防止受压翼缘局部失稳，通过梁端设置竖向加劲板的措施提高其稳定性；

钢管混凝土柱上设置排气孔，提高防火性能；采用合理的涂装防腐，并在板件的临空面预留钢板腐蚀裕量。 

 

8 主要结论 

 

对于本文所引用的工程实例，分析结果表明： 

（1）高层住宅楼钢结构在高烈度区采用框架-中心支撑体系是可行的，钢结构重量较轻，有利于抗震，

且节约基础费用；框架-中心支撑体系易设计成规范要求的双重抗侧体系，且容易满足规范要求的承载力与

变形指标，并具有较好的经济指标。 

（2）本项目的结构布置能较好满足住宅建筑的功能要求，结构布置过程中考虑了美观要求与舒适性，

合理布置框架柱并控制柱截面大小，可减少柱对起居室、卧室的影响；在适当墙体内布置 X 型或人字型钢

支撑，可保证支撑藏于墙内；钢梁沿房间分隔墙进行布置，可使外墙和分户墙不露梁；楼板采用钢筋桁架

楼承板，隔音效果好，且施工方便。 

（3）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各项指标满足规范要求，层间位移角不大于 1/300，框架承担的剪力比

不大于 40%，可实现结构双重抗侧目标。 

（4）通过对节点的合理设计，采用自主研发的钢结构节点前处理程序快速建立节点分析模型，经验

算表明，节点满足强度和刚度要求。 

（5）大震下结构屈服机制符合预期，以梁端屈服耗能为主，其次支撑屈服耗能，再次少量钢柱屈服

耗能；结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满足 1/50 的限值要求，符合大震不倒的目标。 

（6）钢构件外包防火层，且柱采用方管混凝土，具有较好的防火性能，可满足防火要求。 

（7）钢管外壁进行合理涂装并考虑防腐裕量，可实现防腐要求，延长维护周期。 

（8）钢构件便于装配化施工，其施工速度快且绿色环保，另外，建筑拆除时，其钢材还可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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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冠泽前海项目 A塔楼结构设计探讨 

 
梁鹏飞 黎少峰 

 

深圳千典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liangpengfei2006hua@126.com 

梁鹏飞（1987-），硕士，参与南方国际金

融传媒大厦、香江国际金融中心设计工作，

参与鸿荣源项目咨询工作 

深圳千典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413587538@qq.com 

黎少峰（1989-），硕士，主要从事高层

建筑研究，参与深圳前海项目等咨询工

作 

刘维亚  汪锋  
教授级高工 

深圳千典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sdbywyl@126.com 

深圳千典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w913082306@126.com 

 

摘  要：深圳冠泽前海项目 A 塔楼结构高度为 281.2 m，采用带腰桁架的巨柱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本文简要

介绍了该结构的特点，并探讨了结构设计的若干关键性问题。研究发现，巨柱的计算长度和其相连构件

的约束条件有关；巨柱转换节点的设计满足预定的设计目标，并有足够的安全度；人行激励时程分析结

果表明，大跨度楼盖能够满足舒适度要求；采用腰桁架作为巨柱结构加强层的建筑，腰桁架的设置应进

行对比后确定。 

关键词：计算长度；转换节点；楼盖舒适度；腰桁架设置 

 

1 工况概况 
 

冠泽前海项目 A 塔楼地下 4 层，地上 61 层，结构主体高为 281.2 m。塔楼主要功能为办公，底部设有

部分商业。裙房商业在首层以上采用抗震缝与该塔楼分开。A 塔楼沿外立面逐层双向向内收进，平面尺寸

由 51.9 m x 51.9 m 收进至 50.5 m x 50.5 m，属复杂超限高层建筑。 

 

2 结构特点 
 

1) 建筑的 4 个角部存在切角，为满足功能和形体要求，在平面角部处设置异形巨柱，巨柱随建筑高

度呈“八”字形内收。每个角部布置两根巨柱，每层共八根。建筑要求底部三层通高，且巨柱与

轴线呈 45°，故在 4 层处设置巨柱的搭接转换，并在转换层处设置一道腰桁架加强连接。 

2) 为降低外框钢梁高度，在塔楼的 2~4 区巨柱间设置两根重力小柱用于传递竖向荷载，重力小柱均

支承在各分区的腰桁架上，分区间重力小柱互不相连。同时，应建筑要求取消 5~7 区的重力小柱，

在巨柱间设置大跨箱型钢梁， 大跨度约为 30 m，楼面梁与钢梁铰接，钢梁与巨柱刚接。 

3) 首层核心筒 Y向尺寸为 24.9 m，根据建筑要求分别在 37 层和 45 层内收至 19.7 m 和 16.4m，结构

在 Y向刚度较 X 向明显偏弱。 

4) 由于 Y向核心筒存在两次内收，使得 Y向楼面钢梁跨度明显增大，在 4~6区楼面钢梁跨度达到 15.8 

m，形成大跨度楼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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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 
 

1) 结合建筑条件，研究结构形式及结构体系。 

2) 以腰桁架为界划分子模型，对子模型进行弹性屈曲分析，求出各分区巨柱的计算长度。 

3) 对 4 层巨柱转换节点进行有限元分析，研究大震及恒活组合工况下巨柱的变形及受力，确保结构

安全可靠。 

4) 以典型大跨度楼盖为例，通过时程分析求出楼盖加速度响应，判定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 研究腰桁架的布置方式对结构 大层间位移角的影响，分析在水平力作用下腰桁架的受力情况。 

 

4 主要结论 
 

1) A 塔采用带腰桁架的巨柱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结构设计合理、传力路径直接，满足了建筑师

对建筑造型和使用功能要求。 

2) 在巨柱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结构的稳定性非常重要。由于巨柱在每区的约束条件不同，其计算

长度系数也有所不同，可通过不同分区的子模型进行分析，求出各分区柱的计算长度。 

3) 巨柱转换节点分析结果表明，在大震及恒、活组合工况下，搭接节点满足预定的设计目标，具有

足够的安全度。 

4) 本工程楼盖跨度较一般办公楼更大，应关注其楼盖舒适度问题。SAP2000 人行激励时程分析计算

结果显示，本工程楼板可满足五人在 不利位置随机行走的舒适度要求。 

5) 巨型结构腰桁架的设置道数、位置、方向应视其对结构整体刚度所起的作用而定；同时，设计时

应根据性能目标的要求控制好腰桁架上下弦和腹杆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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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涌鑫中心 8#地块 20 栋塔楼超限高层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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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昆明润城、昆明涌鑫中心等项目

结构设计工作 

 

熊华章 

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34124335@qq.com 

熊华章（1976-），学士，主要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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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昆明涌鑫中心8#地块20栋塔楼超限高层的结构抗震设计及分析方法。该塔楼采用剪力墙结构

体系。对结构进行了小震作用下的反应谱分析和弹性时程分析，并利用SATWE和ETABS2013两种程序对结

构主要控制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保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结合塔楼结构自身特点制定相应的抗震性能设

计目标；对关键问题进行补充计算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抗震构造加强措施；采用EPDA&PUSH程序对结构

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静力弹塑性分析，从而实现结构的性能化设计目标。  

关键词：超限高层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关键问题分析；静力弹塑性分析 

 

1 引言 
 

住宅及商业建筑发展迅速，超限高层结构被广泛应用到各种住宅及商业建筑中。因建筑使用功能的需

要，导致结构高宽比较大底部墙肢出现轴向拉应力，对抗震不利；楼板不连续，跃层柱；商业区域墙肢长

度、数量受到限制，短墙肢布置较多，楼层位移变形曲线特征不明显等一系列问题。常规的抗震设计方法

难以满足工程需要，本文结合昆明涌鑫中心8#地块20栋塔楼超限高层结构设计中，遇到的上述典型结构问

题，通过对结构不规则类型及关键问题的分析，运用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阐述了采取的抗震计算分析方

法及构造加强措施，对类似建筑的抗震设计起到借鉴作用。 

 

2 工程概况 
 

昆明涌鑫中心8#地块20栋塔楼位于昆明呈贡新区，抗震设防烈度8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0.2g，设

计地震分组第三组，场地类别II类，抗震设防分类为丙类。塔楼地下室2层，地上41层（裙楼3层），嵌固

端为地下室顶板。塔楼主屋面结构高度为129.0m（裙楼顶标高为15.00m），出屋面机房顶高度为135.5m，

房屋建筑高度约为129.6m；其中1层、3层层高为5.4m，2层层高为4.2m，以上各层层高均为3m。塔楼底部

三层及裙楼功能为商业，以上各层均为公寓（除15层、30层为避难层外）。根据建筑使用功能要求, 20栋

塔楼采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 多层裙楼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主裙楼连为一体，不设防

震缝。塔楼标准层平面尺寸为24.4mx47.5m，从底到顶形状保持不变；结构横向高宽比约5.3。 

 

3 主要研究方法    

 

3.1 采用两个不同力学模型的结构分析软件，对结构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整体计算分析；并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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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指标计算结果进行对比，以保证结构力学分析的可靠性。 

3.2 补充计算结构多遇地震作用下弹性时程分析，当时程法分析结果大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分析结果

时，相关部位的构件内力和配筋作相应的调整。 

3.3 根据高规中相关规定并结合本栋超高层结构自身特点、超限不规则类型及数量等实际情况，制定

相应的抗震性能目标，进行抗震性能化设计。 

3.4 针对本工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关键构件进行补充计算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抗震构造加强措施。 

3.5 采用罕遇地震下静力弹塑性分析，评估整体结构的抗倒塌能力；观察塑性铰产生的先后次序，判

断结构设计是否符合预期的抗震性能设计目标要求。 

 

4 主要研究内容   

      

4.1 采用SATWE和ETABS2013两种不同力学模型的分析软件，对多遇地震作用下结构主要控制指标进行

对比分析。 

4.2 采用 SATWE 软件补充多遇地震作用下结构弹性时程分析。 

4.3 根据本栋超高层结构自身特点制定相应的抗震性能设计目标，采用EPDA&PUSH程序进行罕遇地震

作用下静力弹塑性（PUSHOVER）分析；并利用XTRACT通用截面分析软件，根据实际配筋绘制P-M曲线，来

直观反映中震荷载工况作用下，竖向构件承载力的富裕度，以了解构件的安全储备。 

4.4 针对结构横向高宽比较大，进行底部加强部位翼缘墙肢截面轴向平均名义拉应力计算分析。 

4.5 针对结构标准层楼板有效板宽小于典型宽度的50%，采用PMSAP进行中震下楼层连接薄弱部位楼板

应力分析，按主拉应力水平配置楼板钢筋。 

4.6 针对裙楼跃层柱利用有限元软件ETABS2013，进行线性屈曲模态分析（Buckling），反算跃层柱计

算长度系数与规范规定值对比包络设计。 

4.7 针对主、裙楼整体建模计算分析，补充采用主楼剪力墙承担全部地震作用，裙楼框架按框剪结构

中框架设计的相关规定，分别进行配筋包络设计。 

4.8 针对结构纵向楼层位移变形曲线弯曲变形特征不明显、纵向外围周边短墙肢较多的情况，补充纵

向短墙肢作为框架柱输入的框架剪力墙模型的计算分析；框架柱剪力按0.2Q0及1.5Vf,max的较小值进行调整，

配筋按不同计算模型包络设计。 

4.9 采用有限元软件 ETABS2013 对商业区域楼板，进行人连续行走荷载下舒适度分析。 

4.10 采用PKPM2010的EPDA&PUSH程序，并采用两种水平侧向力加载模式，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静力弹

塑性（PUSHOVER）分析。 

 

5 主要结论 
 

本工程属 8 度区 B 级高度超限高层建筑，通过采用两种分析软件的小震下反应谱弹性计算对比分析、

弹性动力时程分析、抗震性能化设计、关键问题计算、罕遇地震下静力弹塑性分析及采取相应的抗震构造

加强措施，基本保证了结构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结构设计满足现行规范各项抗震设防设计要求。本工程

超限高层设计中采取的抗震分析方法、计算手段及构造加强措施，可供类似超限高层结构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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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中里综合发展项目超高层 T2 塔楼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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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大中里综合发展项目 T2 塔楼结构屋面高度 224.40m，塔楼建筑高度 249.850m，采用带加强层的型

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混合结构体系。结合现行国家规范和规程，介绍了该工程结构选型与

布置、基于性能目标的结构抗震设计以及相应的构造加强措施，同时针对同类体系结构的关键设计要点

进行探讨。 

关键词：超高层结构；抗震性能目标；抗震设计；抗震加强措施 

 

1 引言 

 

上海大中里综合发展项目T2塔楼为超高层办公楼，该办公楼结构大屋面高度224.40m，建筑高度

249.850m，地上52层，地下4层。本工程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为二级，重要

性系数1.0。本工程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类(乙级)，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Ⅵ类场地，设计地震基本加

速度值为0.10g，特征周期0.90s(小震、中震)、1.1s(大震)，阻尼比0.04，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地下三层

及以下各层的抗震等级为二级；地下二层的抗震等级为一级；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的抗震等级为特一级；

五层及以上各层的框架抗震等级为一级、剪力墙抗震等级为特一级。加强层及上下层的抗震等级为特一级。 

 

2 主要研究方法 
 

结合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目标，依照规范的各项要求，采用 SATWE 和 ETABS 两个程序进行结构整

体计算分析。采用 PMSAP 对本工程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弹性时程分析的补充计算。采用 PKPM 系列 EPDA

软件进行罕遇地震下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 

 

3 主要研究内容 
 

(1)对结构的超限情况进行判定；结合规范，确定塔楼的抗震性能目标；(2)对风荷载和地震荷载作用下

的结构整体响应进行分析；(3)对结构整体进行弹性时程补充分析，研究结构在地震下的特性；(4)对结构整

体进行弹塑性分析，研究塔楼的塑性变形能力和损伤情况；(5) 针对本工程超限情况采取适当的抗震加强

措施；(6) 对相关复杂高层结构设计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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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结论 
 

(1) 多遇地震作用下的弹性分析结果可见 ETABS 模型的分析结果与 SATWE 分析结果非常相似，结构

动力特性基本吻合。两个不同软件对结构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各项指标均在合理范围内，且满足现行规

范的要求。说明计算程序选择合适，计算结果可靠，采用 SATWE 的分析结果进行设计是合理可行的。 

(2) 弹塑性时程分析 大层间位移角满足小于 1/100 的规范限值，整体结构满足规范大震不倒的要求。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连梁首先出现塑性铰耗能，当连梁出现较多塑性铰后，框架梁陆续出现少量塑性铰，然

后个别加强层桁架杆件出现塑性铰，底部核心筒剪力墙出现少许塑性变形，框架柱未出现塑性铰，塑性铰

出现顺序符合抗震概念设计理念。在结构设计中，对底部加强区核心筒外墙增设型钢并适当提高配筋率，

增强结构延性，进一步提高结构抗震性能。 

(3) 复杂超高层结构的关键楼层楼板、底部加强区核心筒角部、屋顶构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等应采取

相应的构造加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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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超高层塔楼进行分析,包括基础设计、结构体系分析、弹性分析、弹塑性分析、转

换桁架分析以及相应的构造加强措施等，在满足规范相关要求以及抗震性能目标的同时，为结构设计提

供相关的依据。 

关键词：三亚特兰蒂斯酒店；超高层结构；抗震性能设计；动力弹塑性分析；转换桁架 

 

1 引言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塔楼高度 226.2m，采用框架-剪力墙+转换桁架结构体系。本项目建成后将是中国

首个亚特兰蒂斯，也是世界上继迪拜和巴哈马后的第三个亚特兰蒂斯。塔楼结构属于《超 B 级高度的高层

建筑结构，结构体型复杂多变，L3~L5 层之间设置型钢混凝土转换桁架来转换支撑上部 44 层，同时项目

紧邻海边风荷载较大，需要从多角度对结构整体和特殊构件进行分析，从而对薄弱位置进行优化和采取加

强措施。 

 

2 主要研究方法 
 

采用 YJK 和 ETABS 两个程序进行结构整体计算分析，并进行复核。对于各水准地震加速度反应谱，

考虑了 X 向、Y 向和竖向地震作用（主要针对曲柱和转换桁架），对于小震考虑了双向地震及偶然偏心的

的影响。同时对本工程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弹性时程分析的补充计算，选取五条天然地震波以及海南省海

洋地震与工程地震研究中心提供的二条人工波。 

采用 LS-DYNA 对塔楼进行动力弹塑性分析，对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非线性响应进行模拟，以定

量确定结构在罕遇地震下的响应，主要包括 大层间位移角、 大楼层剪力和顶点位移等宏观指标。同时

对结构关键构件在罕遇地震后的塑性变形和损伤情况定性的判断构件的破坏程度，判断是否符合预设的性

能目标。寻找结构的薄弱部位，并判断其对整体结构的影响，衡量弹性设计的合理性以及相应的加强措施。 

采用 LS-DYNA 对转换桁架关键节点进行有限元分析，节点有限元分析考虑纵向钢筋，不考虑箍筋。

型钢采用壳单元，混凝土采用实体单元，型钢与混凝土的连接采用接触单元，纵向钢筋与混凝土之间施加

相互约束。混凝土采用无约束混凝土三维非线性开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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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研究内容 
 

(1)对结构的超限情况进行判定；(2)对风荷载和地震荷载作用下的结构整体响应进行分析；(3)对结构

整体进行弹性时程补充分析，研究结构在地震下的特性；(4)对结构整体进行弹塑性分析，研究塔楼的塑性

变形能力和损伤情况；(5)对转换桁架的力学特性进行分析，以及复杂节点的有限元分析，研究桁架是否满

足性能目标。 

 

4 主要结论 
 

(1) 横向风荷载作用下墙肢角部拉力，底部加强区部分剪力墙角部埋设型钢；(2)多遇地震作用下的弹

性分析和时程分析结果表明按规范反应谱法 CQC 进行的多遇地震计算结果可靠，可作为弹性阶段结构设

计依据；(3)弹塑性时程分析 大层间位移角满足小于 1/100 的规范限值，整体结构满足规范大震不倒的要

求。 (4)对转换桁架节点应力分析，可见在风荷载工况下节点处于弹性状态，大震组合工况下节点整体处

于大震不屈服的状态。(5)结构整体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国家规范的要求，结构整体达到抗震设防三个水准

目标，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表明该工程能够达到预定的抗震性能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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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厦项目超高层塔楼结构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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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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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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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大厦项目 T1 超高层塔楼结构总高度 324.95 米，建筑立面通过外框柱形成巨型斜交网格效果，外框

柱随幕墙变化，部分结构外露于建筑幕墙外且环向不拉结。结构设计结合建筑独特的立面造型，采用了

“钢管混凝土角柱+环桁架+钢管混凝土斜柱及次要直柱（外框）—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组成的多重

抗侧力结构体系。采用多种计算程序对结构整体进行了弹性和弹塑性计算分析，越层外框柱稳定分析、

关键节点有限元分析等，结果表明，通过合理的结构布置，结构能达到设定的性能目标要求，结构体系

具有有效的耗能机制和良好的抗震性能。 

关键词：巨型斜交网格；结构外露；多重抗侧力；稳定分析 

 

1 工程概况 

 

金融大厦项目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新城A9地块，T1塔楼、

T2 塔楼作为项目的标志性建筑，结构超高且建筑风格独特，建筑方案

要求直接通过结构实现立面巨型斜交网格的效果，本文主要对 T1 塔楼

结构设计进行介绍，T1 塔楼为甲级写字楼，结构总高度 324.95 米（64

层）；塔楼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建筑抗震

设防类别为乙类，地基基础设计为甲级。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设计

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05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场地类别为Ⅱ类，

特征周期为规范 0.35s。50 年重现期的基本风压为 0.35 kN/m2，地面

粗糙度为 C类。图 1 为本项目建筑效果图。 

 

 

 

1 建筑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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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方案 

 

T1 塔楼平面呈正方形，平面尺寸 47.8x47.8m，建筑高宽

比 6.8，核心筒高宽比 14.8。 

为了保证塔楼结构外框部分的整体性及抗侧刚度，利用避

难层和建筑造型顶冠设置六道环桁架加强层（第一道腰桁架设

置在三、四层之间），将屋顶建筑顶冠造型作为主体结构的一

部分。从而形成了“钢管混凝土角柱+环桁架+钢管混凝土斜柱

及次要直柱（外框）—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多重抗侧力结

构体系，外框与钢筋混凝土核心筒共同抵抗风和地震产生的剪

力及倾覆弯矩等水平作用。 

                                                             图 2 塔楼结构体系示意图  

 

3 结构超限情况及抗震性能目标 
 

T1 塔楼存在楼板不连续、承载力突变、局部不规则 3 项不规则项且高度超限。针对 T1 塔楼为超限高

层建筑，结构设计需采取抗震性能化设计。塔楼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定为 C 级，关键构件在设防烈度地震

时的抗震性能目标提高为 B 级。 

 

4 结构分析 

 

根据塔楼的超限情况，采取了相应的分析计算措施包括：整体结构的小震弹性分析、小震弹性时程分

析、设防烈度地震下的中震弹性和中震不屈服分析、大震下的动力弹塑性分析、关键节点的有限元分析等；

并根据性能目标要求及超限情况采取了一系列设计加强措施以保证结构的安全。塔楼小震弹性反应谱分析

计算分析结果表明，两种软件计算的主要结构特征和控制指标计算结果吻合较好，结构的承载力和刚度等

各项指标均满足规范要求,计算结果可靠，可以作为工程设计的依据 

塔楼采用 ABAQUS 进行了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 大层间位移角为 1/285，满足

规范 1/100 的设计要求，整个计算过程中结构始终保持直立，能够满足规范的“大震不倒”要求。结构弹塑

性反应和破坏机制符合结构抗震工程的概念设计要求，抗震性能可达到预定的抗震性能目标。 

 

5 框架柱稳定及关键节点有限元分析 

 

针对结构的特殊部位进行了单独的分析，对于外框无拉结的越层柱进行了屈曲稳定验算，确定框架柱

的计算长度系数，从而保证框架柱承载力验算的合理性和安全性。同时还针对结构变化的关键节点进行了

大震作用下的有限元分析，确定关键节点大震下均处于弹性工作状态，满足结构设计“强节点弱杆件”的

要求。 

 

6 结论 

 

T1 塔楼属于高度和规则性超限的高层建筑，结合建筑立面效果要求，采用了“钢管混凝土角柱+环桁

架+钢管混凝土斜柱及次要直柱（外框）—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多重抗侧力结构体系。采用多种计算

程序进行弹性和弹塑性计算，结果可靠。结构在小震、中震和大震作用下都能达到设定的性能目标要求，

设计时采取一系列的超限加强措施，以保证结构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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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铁上盖商场结构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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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师，英国注册结构师会员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上海超高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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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灿（1983-），主要从事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参与天津现代城酒店、

长沙世茂塔楼等超高层结构设计工作 

 

 

摘 要：某地铁上盖商场采用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本文介绍了上部结构布置以及结构设计特点。大平台梁板实

现 3小时耐火极限的处理方法以及波纹腹板梁的设计特点。 

关键字：结构加强；梁板 3 小时耐火极限；波纹腹板梁 

 

1 工程概况 
 

莘庄地铁上盖裙房 2 期商场位于项目西南角，一栋 34m 的 5 层商业裙房以及一栋 15m 的 2 层商业裙

房，带 3 层地下室。裙房由两栋结构高度为 139m 的公寓式办公（T15&T16），一栋结构高度为 113m 的酒

店（T17），一栋结构高度为 139m 的办公楼（T18）围合。裙房与塔楼抗震缝分开。裙房功能主要为商场，

还有集散广场等。5 层裙房地上各层从下到上层高分别 8.4m/7.75m/6.5m/5.59m/5.59m，2 层裙房地上各层

从下到上层高为 8.4m/5.8m。 

 

2 上部结构体系 
 

裙房首层有条市政道路穿过以及有一个公交车站，局部柱网跨度达 17m，且柱网不规则，造成大量斜

梁及大跨度梁。在裙房的四层设有室内溜冰场和酒店宴会厅，挑空做法造成五层的大面积楼板缺失以及六

层的大跨结构。另外，由于商场的功能需求，在商场三~六层有较多中庭，形成较多的楼板洞口。详见平

面图。超过 15m 跨度混凝土梁采用后张法预应力梁，溜冰场上空大跨结构采用波纹腹板密肋钢梁+压型钢

板组合楼板，游泳池上空采用普通钢梁+压型钢板组合楼板。 

结框架柱的混凝土等级采用 C60，提高构件抗压、抗剪承载力的同时，可有效降低结构自重及地震质

量。框架梁及楼板混凝土等级采用 C40。考虑商场后续功能布置多样性，混凝土楼板板厚为 150mm，局部

楼板缺失的边跨为 200mm；屋顶压型钢板组合楼板的厚度为 150mm。楼面预应力梁混凝土的跨度为 15~25m，

梁高为 1000mm~1400mm；屋面有覆土，荷载大，预应力梁梁高为 1200mm~1600mm，梁上翻避免影响 5

层商业净高。屋面波纹腹板梁采用鱼腹式，中间梁截面高度为 2500mm，两端梁截面高度为 1400mm，给 5

层走道预留机电空间。 

 

3 大平台耐火极限 
 

该工程为地铁上盖工程，上海市消防局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中提出，大平台层（L3

层）上下建筑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大平台层承重柱和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4.00h，梁板的耐火极限不

应低于 3.00h。按照目前国内防火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06[1]（简称《防火规范》）中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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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梁及普通楼板没有相关规定及做法可以达到 3.00h。本工程防火做法详表 2。图 6 为预应力混凝土梁防

火做法，图 7 为大平台板底防火做法。参考国外规范以及国内的项目实例，梁底及梁侧的保护层厚度做到

45mm，预应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做到 80mm，板底的保护层厚度做到 45mm。 

 

4 波纹腹板梁 
 

本工程溜冰场上空采用 42m 大跨密肋钢梁，钢梁采用波纹腹板钢梁，腹板厚度 12mm，梁高为

2500/1400mm，跨中高度为 2500mm，两侧减少到 1400mm，详图 10 为典型波纹腹板梁图。图 11~图 13 为

波纹腹板梁大样详图。与普通钢梁相比有下面优点：1）腹板很薄平面外的刚度大；2）不需要设置加劲肋，

降低制作施工成本；3）波折工艺采用冷加工，与普通焊接工字钢相比，提高了疲劳寿命；4）减少腹板厚

度，大量节约钢材。 

 

5 结论 
 

1 商场由于柱网不规则，有大空间大开洞等要求，结构设计加强：1）楼板全楼弹性计算，对各层楼板

进行楼板应力分析，控制楼板的 小主拉应力满足小震作用下不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中震作用下

楼板内钢筋不屈服。2）部分轴压比较大的柱采用型钢混凝土，提高柱的延性以及承载能力。3）搁置溜冰

场上空大跨波纹腹板钢梁的混凝土梁采用型钢混凝土梁，提高梁的承载能力；4）大跨波纹腹板钢梁与框

架梁、柱的连接采用成品单向转动球形钢支座连接，保证铰接连接，减少对框架的不利影响。5）对轴压

比较大的框架柱以及越层柱进行中震验算，使其满足中震不屈。 

2 为达到梁板耐火时限超国内规范的要求，借鉴国外规范及之前国内工程案例，采用加大保护层厚度的

方式来处理：梁底及梁侧的保护层厚度做到 45mm，预应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做到 80mm，板底的保护层

厚度做到 45mm。并需要做试件提供给试验单位进行耐火测试。 

3 波纹腹板与普通钢梁相比有下面优点：1）腹板很薄平面外的刚度大；2）不需要设置加劲肋，降低制

作施工成本；3）波折工艺采用冷加工，与普通焊接工字钢相比，提高了疲劳寿命；4）减少腹板厚度，大

量节约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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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昆明科技金融中心塔楼结构高度 195.8m，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塔楼

电梯筒平面呈“L”形偏置，采用钢管混凝土框架-钢支撑结构体系，沿结构高度方向布置了三道环带桁

架。对结构多项指标超限情况，采用了基于性能化的抗震设计方法。采用多种软件，进行结构整体及局

部的计算分析，包括小震反应谱及弹性时程分析、大震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与性能评估等，结果表明结

构可满足预期的抗震性能要求。 

关键词：钢支撑框架结构；水平加强层；性能化设计  

 

1 工程概况 
 

昆明科技金融中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联想科技城，塔楼地上 45 层，无裙房，建筑面积 8.36 万

m2，建筑外轮廓高度 204.2m，结构高度 195.8m。工程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

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 

塔楼平面呈切去一个倒 L 角的正方形，大致关于 45 度对角线对称，电梯筒采用非常规的 L 型布置方

式，同时楼梯间位于塔楼北侧和东侧，呈开敞式布置，因此导致结构平面受扭转控制，第一主轴方向为 45°，

第二主轴方向为 135°。塔楼首二层为 11m 通高大堂，首层楼板大开洞，在塔楼底部形成了局部穿层柱和

薄弱层。 

 

2  结构布置 
 

采用钢支撑框架结构方案。框架柱采用钢管混凝土柱，楼面梁采用 H 型钢梁，电梯筒周边布置钢支撑。 

为了得到合理的加强层设置方案，进行了多种加强层方案比较。分析表明，设置伸臂桁架后，结构周

期明显减小，结构地震力有较明显增大，结构 大层间位移角减小；但与此同时，设置伸臂桁架也会加剧

结构在加强层位置的刚度突变情况，伸臂桁架的构造节点做法较为复杂，施工周期长。因此，在能够满足

结构位移的前提下，在加强层仅设置环桁架，不设置伸臂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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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难点及解决措施 
 

3.1 结构不规则项及抗震性能目标 

本项目塔楼存在位移比大于 1.20、首层顶楼板大开洞两项平面不规则，同时存在穿层柱、楼层刚度突

变、楼层承载力突变三项竖向不规则项，同时塔楼高度超限，属于超限工程。进行了专项审查，并确定了

相应的抗震性能目标。 

3.2 首二层通高应对措施 

塔楼首二层为 11m 通高大堂，首层顶板约 50%楼板开洞，将首层、二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验算。计算

得到首二层作为一个整体与上层（第三自然层）两个方向的等效剪切刚度比分别为 0.94、1.24，满足设计

要求。同时将首二层竖向构件性能水准提高至中震弹性。 

3.3 加强层承载力及刚度突变 

塔楼沿竖向设置了三道加强层，加强层位置存在楼层承载力和刚度比突变，不满足规范要求。对设置

加强层导致的薄弱层进行相应的地震剪力放大，加强相邻楼层的承载能力；同时将加强层上下弦楼板予以

加厚，配筋予以加强。加强层上下各一层范围的竖向构件性能水准提高至中震弹性。 

3.4 扭转效应控制 

由于结构平面呈切去一个倒 L 角的正方形，而电梯筒呈 L 形布置，结构在 45°和 135°两条主轴刚度

差异较大。如果仅在电梯筒周边布置支撑，结构扭转效应显著，因此在北侧和东侧开敞楼梯间和卫生间布

设支撑，在端部形成三边布置的支撑，有效改善了结构的扭转效应。  

3.5 框架剪力比例 

本项目中，框架部分调整之前的地震剪力比例较大，为了保证框架作为第二道防线发挥作用，对框架

部分的地震剪力乘以 1.1 的放大系数后进行构件设计。 

 

4  计算结果分析 
 

4.1 小震弹性反应谱分析 

采用 SATWE 软件和 ETABS 软件进行小震弹性反应谱分析。两种软件主要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4.2 小震弹性动力时程分析 

对比小震弹性动力时程分析结果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分析结果可知，反应谱法得到的楼层剪力、倾覆

弯矩仅在结构上部若干楼层略小于弹性动力时程分析得出的平均值，其他部位均大于弹性动力时程分析结

果。具体设计时，对规范反应谱计算结果小于弹性动力时程分析结果的楼层，将反应谱计算得出的地震力

进行适当放大，X 向放大系数介于 1.00 ~1.20 之间，Y 向放大系数介于 1.00 ~1.21 之间。 

4.3 大震动力弹塑性分析 

各组地震波在大震工况下的层间位移角 大值为 1/66，可满足规范要求。 

钢管砼柱在加强层上下层位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加强层上下弦楼板局部部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受压损伤；结构北侧和东侧的楼梯间凸出结构平面，在大震作用下由于鞭梢效应，楼板应力集中，损伤较

为严重；斜撑损伤主要集中在结构下部，其他部位未见明显损伤；腰桁架未出现塑性应变，说明其承载力

储备较高；楼面梁系出现塑性应变的部位处于内部框架支撑筒内，发挥了类似于钢筋混凝土核心筒连梁的

耗能作用；结构外围框架梁均处于弹性，说明外框架在大震作用下可以起到抗震二道防线的作用。 

 

5 结语 
 

1） 超高层建筑方案设计过程中，结构方案的比选有利于实现超高层建筑性能与经济指标的 优化。 

2） 针对本工程的不规则项，逐项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合理解决了结构的超限问题，结构性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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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满足规范要求。 

3） 对塔楼进行小震反应谱分析、小震弹性时程分析及大震弹塑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满足预设

的性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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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丽泽金融商务区 F-05 地块结构设计 

 
盛平 

教授级高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3371736709@189.cn 

盛平（1964-）,硕士, 主要从事建

筑结构设计研究，主持广州新火车

站、海航广场等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卢帅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lushuai@biad.com.cn 

卢帅（1984-）,硕士, 主要从事结构

设计工作，参与首创丽泽 F05、中弘

大厦等项目设计工作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本工程超限内容、抗震设防目标、结构体系选型及特点。采用 SATWE 和 MIDAS/GEN 两

种软件对结构进行了小震作用反应谱分析及小震弹性时程补充分析，采用 ABAQUS 软件对结构进行了

大震弹塑性时程分析，并依据分析结果，对结构各重要部位进行了加强，使结构实现抗震性能目标并达

到了多道抗震防线的设计要求。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混合结构；抗震性能设计；弹塑性分析 

 

1 工程概况 
 

首创丽泽金融商务区项目 F-05 地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丽泽商务区核心区，主楼结构高度 144m，平面

尺寸 55m×33m，高宽比为 4.3；核心筒平面尺寸为 37.2m×12.2m，核心筒高宽比为 11.8，严重超出了 8 度

地区常用的核心筒高度比尺度，这也导致 Y 向位移成为了设计的控制因素。 

 

2 主要研究方法 
 

采用带有加强层的型钢混凝土框架-混凝土核心筒结构体系，在 17 层（避难层）设置了 4 道 Y 向伸臂

桁架，在 30 层（设备层）为了实现柱网由 9 米到 7.2 米的转换，设置了转换环向桁架。本项目高度小于

150m，但同时存在楼面开大洞、竖向刚度突变等平面、竖向不规则的情况，按要求适用高度应降低 10%，

即 135m，故本工程高度已超过规范限值，属超限高层结构。 

 

3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介绍本工程超限内容、抗震设防目标、结构体系选型及特点。采用 SATWE 和 MIDAS/GEN

两种软件对结构进行了小震作用反应谱分析及小震弹性时程补充分析，采用 ABAQUS 软件对结构进行了

大震弹塑性时程分析，并依据分析结果，对结构各重要部位进行了加强，使结构实现抗震性能目标并达到

了多道抗震防线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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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结论 

 

本工程采用了钢骨混凝土柱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伸臂桁架结构体系，利用钢骨混凝土柱、钢梁、

内设型钢柱剪力墙等高延性构件以提高结构整体延性，加强结构抗震耗能的性能，在避难层设置伸臂桁架

可以有效、适度的提高结构整体抗侧刚度。通过多模型、多工况、多程序的计算分析，多方面、多角度地

论证了结构的抗震性能，并针对薄弱部分采取了有效的抗震措施，使结构整体在安全、可靠、合理等方面

得到保证。大震弹塑性时程分析结果表明，结构在大震下的弹塑性反应和破坏机制符合抗震概念设计要求，

结构抗震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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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黄金时代广场 A座超限高层结构设计 

 
江洋 

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ad1s1@126.com 

江洋（1983-）, 博士，从事高层复

杂建筑结构设计，负责济南黄金 A

座、通辽科技馆等项目结构设计  

常莹莹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ad1s1@126.com 

常莹莹（1986-）, 从事高层复杂建

筑结构设计，负责济南黄金 A 座、

人民大学教学楼等项目结构设计  

周文静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ad1s1@126.com 

王媛媛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ad1s1@126.com 

刘扬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ad1s1@126.com

郭子阳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ad1s1@126.com 

孙珂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ad1s1@126.com 

   

 

摘  要：黄金时代广场西地块A座项目房屋高度206.6m，采用型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混合结构，底

部外框柱分叉，属于高度和结构规则性均超限的高层建筑。根据建筑造型和使用净高等要求进行结构选

型，提出有针对性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和抗震措施。结构整体弹性分析、弹塑性时程分析和节点有限元

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满足规范和抗震性能目标要求。结构方案和设计方法可供同类项目参考。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抗震性能设计；混合结构；分叉柱 

 

1 工程概况 
 

黄金时代广场西地块 A 座项目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黄金时代广场

的西南隅。总建筑面积 162460m2，地上 114707m2，地下 47753m2。主要功能

为办公、酒店。塔楼地上 45 层，地下 4 层，建筑幕墙顶标高 218m。顶部自

37 层向上逐层收进；底部自 5 层向下外框柱一分为二。 

场地地势北低南高，建筑标称地下一层，结构实为地上首层，结构地下

室实为三层，埋深 16.8m；结构房屋高度 206.6m；标准层平面尺寸为

51.5m×51.5m，长宽比 1.0，高宽比 4.01；核心筒高宽比 9.22。 

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类。根据山东省地方规

定，本项目按 7 度（0.1g）设计，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g，场地类别为Ⅱ

类，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场地特征周期为 0.45s。 

 

2 结构体系 

图 1 建筑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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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采用型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混合结构。 

核心筒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沿高度减小墙厚（外墙 1300~600、内墙 600~400）和混凝土标号

（C60~C40）； 

外框柱采用型钢混凝土柱，底部分叉，顶部逐层收进，沿高度减小截面（900×1400~1000、800×1400~1000）

和混凝土标号（C60~C40）； 

外圈框架梁采用 H 形钢梁，两端与框架柱刚接； 

核心筒与外框柱间框架梁采用变截面开洞 H 形钢梁，与核心筒铰接，与柱刚接； 

核心筒外楼盖采用钢筋桁架楼板，典型板厚 110；核心筒内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典型板厚 140。 

外框底部分叉柱是本项目造型亮点、结构重点和难点。通过设置稳定系梁、平衡拉梁和分叉柱节点平

缓过渡等措施，确保分叉柱和节点满足稳定和承载力设计需求。 

 

3 超限性能 
 

本项目房屋高度 206.6m，超过 7 度区的型钢（钢管）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筒混合结构房屋高度限

值 190m，属高度超限；结构存在扭转不规则、偏心布置、楼板不连续、斜柱、穿层柱等不规则，共计 3

项，属于结构规则性超限。综上，本项目属于高度和规则性均超限的高层建筑。 

综合考虑本项目的功能和规模，设定结构抗震性能目标为 C 级。关键构件包括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

底部分叉框架柱，分叉内柱拉梁、框梁，分叉外柱系梁，跃层柱，框架柱与核心筒间大跨框架梁，裙房北

大堂外侧斜柱及大跨梁等。其中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性能要求为中震受剪弹性、受弯不屈服，大震受剪不

屈服；其余关键构件为中震弹性，大震不屈服。 

 

4 计算分析 

 

采用 SATWE 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 PACO 两种不同的空间结构计算程序，分别对

主体结构进行整体弹性分析计算。两个程序的计算结果基本相符，结构整体指标满足规范要求。 

用 SATWE 软件进行弹性动力时程分析补充计算。在设计中取时程分析和反应谱结果包络设计。 

用 SATWE 软件进行中、大震反应谱分析（等效静力计算）。结构满足既定性能目标要求。 

采用 SAUSAGE 进行罕遇地震下的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小于规范限值 1/100，满

足大震不倒的性能要求；构件损伤情况和性能水平满足既定性能目标要求。 

采用 ABAQUS 软件进行分叉柱节点有限元弹塑性静力分析。在大震不屈服工况组合下，分叉柱节点

与关键构件性能目标匹配；分叉柱节点内应力传递平顺，满足强节点弱构件要求。 

 

5 结语 
 

本工程超过混合结构 大适用高度，存在扭转不规则、偏心布置、楼板不连续、斜柱、穿层柱等不规

则类型，属于高度和规则性均超限的高层建筑。在设计中应用概念设计和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采用多种

计算软件对比分析。计算结果表明，结构满足规范和抗震性能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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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电梯试验塔结构设计概述 

 
包联进4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超

高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blj0068@ecadi.com 

包联进（1971-），工学硕士，上海

市抗震超限审查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等工

作，负责天津高银 117 大厦，大连

绿地中心，CCTV 新主楼以及中国

博览会综合体等工程的结构设计 

 

童骏 

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超高

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tj@ecadi.com 

童骏（1978-）,硕士, 主要从事结构

设计工作，参与了央视新台址主楼、

天津高银 117 大厦等大型项目结构

设计工作  

                                    

摘  要：本文主要对国内外高速电梯试验塔常用结构体系及特点进行介绍，列出了近年来建成或拟建的主要高速

电梯试验塔的高度及其采用的结构体系。对高速电梯试验塔结构设计中可采用风荷载优化措施及其效果

进行了阐述，文章 后对高速电梯试验塔结构主要设计特点进行了描述。 

   关键词：高速电梯；试验塔；超高层；横风效应 

 

1 引言          

 

近十几年来随着超高层建筑的迅速发展，高速电梯作为超高层建筑主要垂直运输手段在工程建设中得

到广泛的应用，高速电梯试验塔作为高速电梯研发及验收的重要测试平台，近年来在国内外屡有设计建造，

其建筑高度不断上升，电梯测试功能日驱复杂，对结构设计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和挑战。 

 

2 结构体系的选择            
 

目前国内外工程实践中采用的结构体系主要有两种：钢筋混凝土筒体及钢结构支撑筒体。两者各有特

点，可应用于强风区及高烈度地震区的高度电梯试验塔结构设计。 

钢筋混凝土筒体结构及钢结构支撑筒体结构在设计及工程实践中均有采用，文中附表列出了近年来主

要高速电梯试验台的建筑高度及其采用的结构体系。 

 

3 风荷载优化措施            
 

无论位于高烈度地震区还是低烈度地震区，风荷载作用均为高速电梯试验塔结构设计中的重要因素。

由于高速电梯试验塔高宽比通常较大，横风响应往往成为结构设计中的主导因素，因此通过建筑体型优化

降低结构横风响应成为于高速电梯试验塔设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风荷载体型优化主要可通过以下几个手

段来实现：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2BAJ07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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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整高宽比；2）平面角部处理；3）立面退台变化；4）设置风穴。 

 

4 结构设计特点            

 

钢筋混凝土筒体结构高速电梯试验塔结构设计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楼板缺失的影响；2）墙肢稳定的验算；3）角部墙肢拉力控制。 

 

5 总结 
   

本文通过对高速电梯试验塔常用结构体系特点、风荷载优化措施及结构设计特点的介绍，对高速电梯

试验塔结构设计有以下结论及建议： 

1）钢筋混凝土筒体结构、钢结构支撑筒体均为高速电梯试验塔常用的结构体系形式，并在国内外工

程实践中均得到广泛实践。两者特点不同，可根据不同的荷载作用情况及使用要求进行选择。 

2）横风向响应为高速电梯试验塔结构风荷载控制工况，结构方案设计中应采取如调整高宽比、平面

角部处理，立面退台变化及设置风穴等有效措施对建筑体型进行优化，以降低风荷载作用。 

3）采用钢筋混凝土筒体结构体系的高速电梯试验塔设计中应注意剪力墙肢局部稳定，并控制角部墙

肢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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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泽金融商务区 D10 综合楼超限结构设计 

 
卢清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3910560696@126.com 

卢清刚（1973.2）,硕士, 主要从事

大跨度结构的研究与设计，主持包

商银行商务大厦、黄河口模型试验

厅等项目 

 

刘长东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06310282 @qq.com 

刘长东（1987.12）,学士, 主要从事

高层建筑结构研究，参与包商银行

商务大厦、宁夏万豪酒店等项目 

 

 

閣东东 

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gedongdong@biad.com.cn 

 

刘华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liuhua@ biad.com.cn

 

刘永豪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liuyonghao@ biad.com.cn 

 

 

摘  要：丽泽金融商务区D-10综合楼是呈反对称布置的一对弱连接框剪结构双塔高层建筑，与门式钢架门厅组成

建筑群。高塔99m，比较规则；低塔70m，带长悬挑桁架；裙房三层，有长悬挑板，门厅带悬挂走廊。设

计过程中针对弱连接裙房双塔结构的布置原则、长悬挑结构的加强方式及防连续倒塌设计、门式钢架门

厅的舒适度控制，进行了细致分析，对一些关键构件明确了加强措施。此外，弱连接双塔底盘的计算地

震剪力明显小于双塔底层的地震剪力之和，为保证安全度，采用SRSS方法对双塔底盘地震剪力进行加强

性调整；长悬挑结构导致部分楼层框架承担的剪力超过25%，规范调整方法不再适用，采取针对性调整

方法；软件对带V型支撑斜杆楼层的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有误，薄弱层判断失真，采取针对性计算方法。

本工程特点鲜明，采取的设计方法具体代表性，对类似工程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弱连接框剪结构双塔；长悬挑桁架；双塔底盘地震剪力调整；防连续倒塌；舒适度 

 

1 超限特征及相应技术措施 
 

本工程 AD 双塔结构的显著特点是通过三层裙房弱连

接的框剪双塔结构，A、D 两塔高度不同、平面布置不同、

刚度差异较大；AD 双塔结构与带悬挂走廊的门式单跨钢架

采光门厅相拉接。AD 双塔结构的超限特征，整体结构：1>

扭转不规则-1~2 层扭转位移比 1.22；2>组合平面-裙房细

腰；3>楼板不连续–首层顶板有效宽度 42%/31%；4>尺寸

突变-双塔。AD 双塔结构的超限特征，塔楼结构：1>扭转

不规则-A 塔 5~8 层扭转位移比 1.22；2>凹凸不规则–A 塔

低区标准层平面凸出 30.1%；3>构件间断-A 塔 10 层 11 层

悬挑桁架；4>承载力突变-A 塔 9 层相邻层受剪承载力变化

为 69%；5>局部不规则-A 塔、D 塔 5 层局部斜柱。 

 
图 1整体结构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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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超限工程主要加强措施及性能目标：1>小震、中震、大震的设计地震动参数均按规范规定采用；2>

在同时考虑双向水平和竖向地震作用下，按整体模型和分塔模型包络设计；悬挑桁架杆件的承载力不考虑

楼板的作用，按大震不屈服复核；悬挑桁架根部的大梁和支承柱承载力满足中震弹性；3>底部加强部位上

延至裙房以上一层，退台处竖向构件抗震等级提高至特一级。门厅刚架及悬挂走廊吊杆的承载力按大震不

屈服复核。 

 

2 性能化设计 
 

针对本项目的特点，进行了多模型的线弹性对比分析、楼板应力分析、A 塔悬挑桁架结构的施工过程

分析和防连续倒塌分析、AD 双塔结构与门厅钢构的相互影响分析、门厅钢构悬挂走廊的舒适度分析、大震

动力弹塑性分析。 

2.1 多塔结构底盘地震作用计算 

软件计算地震作用采用 CQC 方法（是完全二次项组合方法，其不光考虑到各个主振型的平方项，而且

还考虑到耦合项），振型各质点地震作用有方向性，负值作用与正值作用方向相反，恰恰是这个原因导致

裙房（大底盘）顶层计算楼层地震剪力小于塔楼底部楼层剪力之和的结果。为修正该不恰当的计算结果，

裙房各楼层的地震反应采用 SRSS 方法进行修正计算。本工程裙房层的地震作用增大系数取 1.30,可以保证

底盘结构的安全度不低于上部两塔楼。多塔模型和单塔模型对比分析，A 塔和 D 塔楼层地震剪力由多塔模

型控制，裙房楼层地震剪力由单塔模型控制。 

2.2 A 塔带斜杆楼层抗剪承载力比值计算 

 A 塔悬挑桁架层（10 层、11 层）存在对称布置 V 形支撑，楼层抗剪承载力计算时软件考虑所有撑杆的

贡献，过高地估算了带斜杆楼层抗剪承载力，从而导致对薄弱层的判断失真。软件计算结果为 9 层与 10

层的楼层抗剪承载力比值为 0.69(小于 0.80),9 层视为薄弱层；手工计算仅计入一半撑杆的抗剪贡献，9

层与 10 层的楼层抗剪承载力比值为 0.77（接近 0.80）。调整后的受剪承载力比值变大但还是小于 0.80,9

层还是按照薄弱层将承载力放大 1.25 倍。 

2.3 多道防线抗震设计 

 A 塔楼是带悬臂的高层框架剪力墙结构，悬臂结构对楼层地震力分布影响明显。A 塔框架部分承担楼

层地震剪力占分段底部剪力的百分比，在四层和十至十二层介于 20%~25%范围，十至十二层框架部分承担

的楼层剪力按 0.25V0和 1.5Vfmax的 大值进行调整。鉴于第四层为多塔分段 底部一层，属于底部加强区

范围，A 塔四层的框架承担剪力按连梁刚度折减系数 0.1 的计算模型确定框架剪力，按此值进行修正。 

2.4 悬臂桁架结构的性能化设计 

 悬挑桁架部分的内力分布模式与施工顺序密切相关。为避免组合楼板在自重作用下产生拉应力，要求

悬挑钢桁架部分安装完成并卸载后，铺设压型钢板、浇筑组合楼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在悬挑桁架根部设置

800mm 宽后浇带，待组合楼板混凝土完成养护固结后，自下而上逐层合拢后浇带。重点考察了竖向作用对

悬挑桁架及支撑框架的不利影响，构造上悬挑桁架层钢骨延伸至剪力墙筒体，确保地震的传力路径。不考

虑楼板作用复核支撑框架梁的受力情况。设计上考虑了防连续倒塌设计。 

2.5 AD 双塔结构与门厅钢构的相互影响分析 

 为减小 AD 双塔结构与门厅钢构之间的不利影响，将门厅钢构与结构布置规则的 D 塔相拉接，采取多

点式链杆拉接方式，仅传递单向水平力；门厅内廊桥采用平面桁架结构，悬挂于门架结构，一端铰接于 D

塔楼层梁，如图 8。为考察 D 塔结构与门厅钢构的相互影响作用，建立了真实连接模式整体计算模型。对

比了整体模型与 D 塔独立模型的各个柱底剪力变化，分析结果表明门厅钢架对主体结构的柱底内力影响在

5%以内，可以忽略不计。主体结构对门厅钢构的影响，考察整体模型的侧向刚度，主体结构地震工况下三

层处侧向位移为 6.5mm（沿拉接方向），对应位移角为 1/2338，可见钢架与主体结构拉结后，沿拉接方向

可当作无侧移结构进行钢构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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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门厅钢构设计分析 

 门厅刚构为带悬挂走廊的单跨门式刚架结构，柱脚刚接，属于冗余度低的抗震结构体系，性能目标按

中震弹性、大震不屈服控制。地震作用下刚架结构的侧移位移角控制 1/300；为保证悬挂走廊的舒适度，

整体结构的竖向自振频率要求不低于 3.5Hz，正常使用状态下刚架竖向挠度控制为 1/500。整体刚架进行

了极限承载力分析，第一模态屈曲因子为 4.6。刚接柱脚存在刚度退化的可能性，基于柱脚铰接模式校核

了整体结构的构件承载力。舒适度控制为重点，采用 Midas 软件对该结构的动力特性及振动舒适感进行验

算检查。在不同频率的不平衡荷载激励下，连桥跨中节点的竖向振动加速度峰值均小于 50mm/s2，满足舒

适度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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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城中心花园连体结构设计与分析 

 
杨驰 

助理工程师 

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yang.chi@szcdi.com 

杨驰（1990-）,硕士, 主要从事超

限高层建筑结构研究  

陈岩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 

chen.yan@szcdi.com 

陈岩（1966-）, 主要从事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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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勇 

高级工程师 

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jia.yong@szcdi.com 

 

徐艳苗 

中级工程师 

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 

xu.yanmiao@szcdi.com

  

 

摘  要：深圳市龙华新区壹城中心花园办公楼连体结构，采用三层全钢连廊，对两侧塔楼进行刚性连接。结构设

计通过加强连廊和与连廊相连接的相关范围，使连体结构在满足变形要求下正常使用。本工程采用抗震

性能化目标进行设计，通过小震弹性分析、中震屈服判别、大震弹塑性分析以及各项专题的分析结果表

明，本工程可以实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防目标和结构性能目标 C级的要求。 

关键词：刚连廊；强连接；性能设计；超限分析 

 

1 工程概况 

 

本项目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核心地段，建筑面积 45000 平方米。采用全钢连廊对 1 塔和 2 塔进

行强连接，形成连体结构。钢连廊设置于 1 塔和 2 塔塔楼第 13 至第 16 层（标高 59.95m-72.55m），连廊宽

8.40 米，高 12.6 米，跨度 33 米。塔楼采用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连廊部分采用整体吊装。

结构高度 89.2 米，结构宽度 22.6 米，标准层层高为 4.2 米。 

 

2 主要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小震弹性时程分析法和大震弹塑性时程分析法。 

 

3 主要研究内容 
 

主要研究小震作用下连体结构在多塔和单塔计算中的比较，给出连体结构按多塔计算的结果，连体结

构弹性时程分析结果，给出连体结构按单塔计算结果。罕遇地震下连体结构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给出连

体结构在三条地震波作用下的 大顶点位移及 大层间位移角以及连体结构在IO状态下的构件损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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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结论 
 

1）本工程侧向位移由地震荷载控制，满足规范限值 1/800 的要求。在小震和风荷载作用下，连廊各

结构构件均处于弹性状态。 

2）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连体结构满足位移角限值 1/120 的要求。主要抗侧力构件均没有出现破坏，

结构的整体性能满足高规抗震性能水准 4 的要求。 

 3）通过小震弹性分析、中震屈服判别、大震弹塑性分析以及各项专题的分析结果表明，本工程可以

实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防目标和结构性能目标 C 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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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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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合肥富华中港城项目超限高层设计的概况，并通过本项目探讨了《广东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

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实施细则》与“《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建质[2015]67 号”

的规定的差异，比较了由于差异而导致结构布置的不同，并对比形成差异的理论基础，提出问题请相关

专家授道解惑。 

关键词：超高层；性能设计；穿层柱；弹塑性时称分析；差异探讨 

 

1 工程概况 

 

项目位于合肥市高新区中心位置，集高档办公、五星级酒店、体验式购物中心、高档住宅小区的综合

性城市集群空间。占地面积 37778.890 平方米。 

楼编号 塔楼结构体系 塔楼地上层数 塔楼地下层数 塔楼高度 

A#塔楼 框架-核心筒 47+2 层幕墙层 3 201m(加幕墙层高度为 225.80m) 

B#塔楼 框架-剪力墙 35+2 层幕墙层 3 130.65m(加幕墙层高度为 138.65m) 

C#塔楼 框架-核心筒 31+4 层幕墙层 3 139.65m (加幕墙层高度为 167.85m) 

 

2 主要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小震弹性时程分析法和大震弹塑性时程分析法。 

 

3 主要研究内容 
 

通过本项目探讨了《广东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实施细则》与“《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

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建质[2015]67 号”的规定的差异，比较了由于差异而导致结构布置的不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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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形成差异的理论基础。 

 

4 主要结论 
 

本项目结构形式简单，进行结构超限分析的步骤也比较清楚，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但是通过不同的

规范及细则做法会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提出了文献 1,2 和文献 3~5 处理主要的几个指标的差异及在工程中

造成的问题，供不同区域的结构工程师进行抗震设计时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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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层框架-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郝嵘 

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haorong@vtjz.com 

郝嵘（1964—），学士，主要从事

高层建筑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结构

设计研究，主持通州万达广场，呼

和浩特永泰城等项目设计工作 

 

姚文聪 

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yaowencong@vtjz.com 

姚文聪（1984—），硕士，主要从

事高层建筑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结

构设计，参与通州万达广场，呼和

浩特永泰城等项目设计工作 

 

孙华敏 

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sunhuamin@vtjz.com 

李洪求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lihongqiu@vtjz.com 

  

 

摘  要：该超高层框架-剪力墙结构位于抗震设防 8 度地区，属于高度超限结构。采用了 SATWE 和 PMSAP 两种有

限元软件进行了整体计算分析，采用 PKPM-SAUSAGE 软件进行了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可为同类超限结构性能化

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超高层；性能设计；动力弹塑性 

 

1 引言 
 

目前我国的抗震性能化设计研究对象大多为超限高层建筑，根据建筑物的超限程度、建筑物的重要性

并考虑使用功能确定具体的性能目标，使建筑物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标准。 

 

2 工程概况及地震参数 
 

本工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运河商务核心区，由 1#办公楼、2#办公楼、3#商务型公寓楼、4A#4B#办公楼、

5#商业楼及地下车库组成，总建筑面积为 17 万平米。 

 

3 性能目标 
 

根据结构体系、结合抗震设防参数及工程超限情况、并参考国内类似工程，将性能目标定为 C 类。 

 

4 结构体系及计算方法 
 

整体结构计算采用了 SATWE 和 PMSAP 两种有限元软件，根据结构静力分析和弹性时程分析结果对相关

数据进行了分析比较。采用 PKPM-SAUSAGE 软件进行了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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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方案优化 
 

5.3 连梁单元的真实模拟 

边框连梁按梁元输入时，在动力弹塑性分析时未见明显损伤。后根据专家意见改按墙元输入后，边框

连梁先于核心筒连接出现损伤，真实反应了结构耗能过程。 

5.4 型钢剪力墙的模拟 

受软件局限性制约，仅框架柱可按型钢柱输入，对于剪力墙不能按型钢剪力墙输入，实际只能以输入

型钢暗柱的形式模拟剪力墙中的型钢。软件可不重复计算型钢暗柱的质量，但是对于型钢暗柱的刚度却重

复考虑。通过对比剪力墙无、有型钢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型钢暗柱对整体刚度的影响有限，但是通过模

拟后的型钢剪力墙，可以得出比较真实的损伤过程。 

 

6 多遇地震下计算结果 
 

结构前 3 个主要振型的自振周期见表 2，其中第一振型为 Y 方向平动，第二振型 X 方向平动，第三振

型为扭转。第一扭转周期与第一平动周期比为 0.79、0.78，满足规范要求。 

 

7 设防地震下构件弹性/不屈服验算 
 

计算结果表明，底部部分剪力墙存在拉应力，在剪力墙内设置型钢，由型钢承担全部拉应力。 

 

8 罕遇地震下计算结果 
 

三组加速度时程曲线作用下的 大层间位移角 大值分别为 X 向 1/114、Y 向 1/119，满足规范要求。 

 

9 抗震性能评价及结构经济指标 
 

结构完全能够满足预定的性能目标和性能水准，达到了“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三水准的

设计要求。混凝土及钢筋单位面积用量合理，达到了建设单位要求。 

 

10 结语 
 

对于超限高层，应参照规范及类似工程，制定合理的性能目标和性能水准。并通过合理的结构布置，

采取有效抗震措施，使得结构能够达到预定的性能目标和性能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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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某超限高层商务型公寓楼结构设计 

 
孙华敏 

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sunhuamin@vtjz.com 

孙华敏（1973-），学士，主要从事

山地、高层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结构

设计研究，主持万达广场、通州核

心区 IX-07 地块超限建筑等项目设

计工作 
 

滕丽荣 

助理结构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tenglirong@vtjz.com 

滕丽荣（1988-），硕士，主要从事

建筑结构设计研究，参与万达广

场，通州核心区 IX-07 地块超限建

筑等项目设计工作 

 

 

李洪求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lihongqiu@vtjz.com 

 

   

摘  要：通州某商务型公寓楼为 143.20m 高层建筑。根据本工程建筑条件进行了剪力墙结构和筒中筒结构方案比

较， 终采用筒中筒结构。设计中对外筒小墙肢按墙、柱两种模型计算，保障结构安全可靠。通过采用

SATWE 和 PMSAP 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反应谱和动力弹性时程分析，设防地震作用下竖向构件不屈服分

析，罕遇地震作用下静力弹塑性分析（推覆分析），分析结构安全性并找出结构薄弱部位，采取相应抗

震加强措施。分析表明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能够满足规范要求。 

关键词：筒中筒结构；结构分析；抗震措施 

 

1 工程概况 
 

某商务型公寓楼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地上 42 层，地上建筑面积 32801.7 平米，地下 3 层，建筑物主要

屋面高度为 143.20 米。 

 

2 结构方案选择 
 

对于一般商务型公寓楼，工程上通常采用剪力墙结构。本工程根据建筑条件可满足筒中筒结构设计，

故通过经济指标、受力性能对两种方案进行比较，在本工程条件下筒中筒结构优于剪力墙结构。 

 

3 结构设计 
 

3.1 结构计算方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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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筑需求，本工程筒中筒结构的外筒结构存在较多高度较短墙肢（当墙肢 hw/bw≤4 时），根据规

范对本结构外筒分别按照墙元和柱元两种方案（分别简称墙元方案、柱元方案）进行计算分析。 

3.2 结构计算结果分析 

对墙元方案和柱元方案进行小震、中震、大震计算分析及比较。 

 

4 超限加强措施 
 

通过小震、中震、大震计算结果及破坏现象分析，采取抗震加强措施。 

 

5 结论 
 

通过上述方案及结构计算对比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 

1.相对于剪力墙结构，筒中筒在经济性、结构受力性能更适用于大高宽比、高烈度超高层结构，且建

筑使用功能更灵活。 

2.筒中筒结构设计中，在外筒存在较多高度较短的墙肢情况下，根据规范采用墙元模型和柱元模型对

比分析保障结构安全。 

3.小震分析表明墙元模型和柱元模型整体计算指标基本一致，但墙元模型在计算配筋时，软件进行了

相应的“柱化”处理，但计算结果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建议采用柱元方案。同时柱元模型对于柱剪力采用

了 0.2Q0 调整，保证了结构的多道防线； 

4.中震分析表明两种计算模型均表现为内筒、外筒角部拉应力较大，但未超过 2ftk，通过对两种方案包

络取用型钢来加强竖向构件不屈服能力； 

5.大震分析表明，对两种分析方案推覆过程中出现的墙体破坏，相应采用提高墙体配筋率，延高结构

边缘构件配置部位，避免结构在大震作用下存在薄弱楼层，防止结构在大震作用下倒塌。通过计算分析和

相应的抗震加强措施，保证结构实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目标。 

希望本文对超高层公寓楼结构方案选择及对存在较多高度较短墙肢的筒中筒结构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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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超限高层结构分析与设计 

 
孔慧 

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konghui@cabrtech.com 

孔慧（1985-）,硕士, 主要从事高

层建筑结构设计工作  

储德文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chudewen@cabrtech.com 

储德文（1970-）,硕士, 主要从事高

层建筑结构设计、咨询和顾问工作  

                               

摘  要：以某 B 级高度超限高层为例，详细阐述了超限高层的设计与分析。该超限高层同时具有扭转不规则，竖

向收进和穿层柱等多项超限情况。介绍了结构体系选型，小震反应谱分析，弹性时程分析及中大震弹

塑性分析等，结构表明，结构满足规范要求。经过适当的构造加强，能够达到预期的性能目标。 

关键词：超限高层；框架-核心筒；弹性时程分析；性能化设计 

 

1 工程简介            

 

本项目地处沈阳市沈河区彩塔街西侧，北邻沈阳南运河帯状公园，南邻文艺路，场地地形平坦，场地

整平标高为 43.00 米，地面标高介于 42.24～44.22 米，地貌单元为浑河冲积阶地。项目由商业楼、住宅

楼和办公楼三栋单体组成。单体 1为 4 层商业建筑，采用框架结构，结构高度 18.65m。单体 2底部 4 层为

商业，5 层及以上为 19#楼为高层住宅结构，共 23 层，采用剪力墙结构，结构高度 73.75m。单体 3底部 4

层为商业裙房，5 层及以上为高层办公楼，共 38 层，结构高度 158.9m。三栋单体在地下由 2 层地下车库

连为整体。地上部分，3 单体相互独立。仅在 3 层和 5 层设有空中连廊。在结构设计时，将连廊一端设计

成双向滑动支座，减小连廊对结构的影响。本文仅介绍高层办公楼即单体 3 的抗震设计。 

 

2 结构体系和超限判定 
 

2．1 结构选型 

采用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楼盖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板体系。上部结构嵌固部位取地下室顶板。剪

力墙均为落地混凝土墙。核心筒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厚度由首层到顶层从 600mm~400mm 逐渐变化。 

2．2 主要设计参数 

按《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1]，本项目所有单体的抗震设防类别均为丙类。本工程抗震设防

烈度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本场地类别为 II 类。根据地勘报告结

论，特征周期取为 0.38s。结构设计年限为 50 年，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 

2．2 主要构件尺寸及材料 

核心筒外墙厚度由 600mm 递减至 400mm，核心筒内墙 200mm。外框架柱采用圆形截面柱，直径从 1600mm

往上递减至 1000mm。墙柱混凝土强度等级由 C60 分层递减至 C40。框架梁截面以 400x700 为主，标准层楼

板 120mm，梁板混凝土强度均为 C30。 

2．3 超限类别及判定 

办公塔楼为 B 级高度超限高层建筑，具有扭转不规则，尺寸突变和局部穿层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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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分析 

 

由于本工程为较复杂的超限高层建筑，因此选用 SATWE 和 ETABS 两种计算软件进行结构计算和对

比。结构嵌固端取地 1 层顶板。小震作用下，两种程序计算的主要指标基本吻合，且均满足规范要求。 

对结构分别进行小震作用下的弹性时程分析，选用了 7 条地震波，包括 2 条人工波和 5 条天然波。由

楼层剪力曲线可以看出，部分楼层 X 向、Y 向时程分析平均剪力大于 CQC 分析结果，在进行小震 CQC 计

算时，取 CQC 楼层剪力和 X 向、Y 向时程分析平均剪力的平均进行设计。 

根据抗震性能目标的要求，对于底部加强区核心筒主要墙体、框架柱的斜截面承载力需满足中震弹性

的要求。底部加强区核心筒主要墙体、框架柱的正截面，其他核心筒主要墙体、框架柱的斜截面、正截面，

框架梁的斜截面需满足中震不屈服的性能目标。首层穿层柱按中震弹性设计。设计时，去中震计算结果和

小震计算结果的包络值进行设计。 

按中震不屈服计算竖向构件正截面时，对出现拉力的墙体，按特一级墙肢采取抗震构造措施。对拉应

力大于 ftk（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的墙肢布置型钢，且拉力全部由型钢承担。以保证结构在地震作用下

避免发生拉剪破坏。 

采用 PKPM 程序 EPDA&PUSH 模块进行结构的大震弹塑性分析。X 为输入主方向时，楼顶 大位移

为 442mm，楼层 大层间位移角为 1/268，在第 14 层；Y 为主输入方向时，楼顶 大位移为 997mm，楼

层 大层间位移角为 1/131，在第 25 层。沿结构高度方向，楼层位移和层间位移角分布变化较为均匀，结

构不存在薄弱层。各条波作用下的塑性铰分布结果表明：塑性铰集中于核心筒连梁，与核心筒相连的框架

梁等耗能构件，部分核心筒墙体，柱有轻度损伤。综合变形结果和层间位移结果来看，本工程满足规范要

求，本工程结构体系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 

 

4 超限设计的主要抗震措施 

 

1) 采用两个不同力学模型的空间分析程序 SATWE、ETABS进行计算弹性分析，并采用 PUSH&EPDA

进行静力弹塑性分析，保证本工程在各种受力状态下的各项指标满足国家规范要求。 

2) 底部加强区核心筒主要墙体、框架柱的斜截面，按中震弹性计算结果设计。底部加强区核心筒主

要墙体、框架柱的正截面，其他核心筒主要墙体、框架柱的斜截面、正截面，水平构件的斜截面，按中震

不屈服计算结果设计。  

3) 按中震不屈服对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墙肢进行拉应力验算，对出现拉应力墙肢采取特一级抗震构

造措施。如墙肢截面计算拉应力标准值超过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则在墙肢内配置型钢。 

4) 施工图设计时，全楼墙肢暗柱配筋取中震不屈服计算和小震配筋的较大值，底部加强区墙肢水平

钢筋取中震弹性计算和小震较大值，其余墙肢水平钢筋取中震不屈服计算和小震较大值。 

5) 筒体的主要墙肢，在轴压比大于 0.3 的楼层设置约束边缘构件，同时对筒体四角全高设置约束边

缘构件。 

6) 首层的穿层柱在设计时小震剪力按邻近的普通柱采用，轴力按自身采用。穿层柱性能目标按中震

弹性设计。 

7) 加强收进部位上下层竖向构件构造措施。 

 

5 结语 

 

本工程为 B 级高度超限高层建筑且具有扭转不规则、竖向尺寸突变和局部穿层柱等多项超限情况。各

项计算结果表明，经过合理的分析与设计，并采用了一系列抗震加强措施，能够保证结构具有较好的抗震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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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结构设计概述 

 
张坚 

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zhangjian@siadr.com.cn 

张坚（1969—），本科，主要从事复杂高

层建筑结构研究，主持上海世贸广场、

重庆大剧院、宁波中银、厦门国际中心

等超高层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刘桂然 

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liugr@siadr.com.cn 

刘桂然（1984—），硕士，主要从事复杂

高层建筑结构研究。主持或参与宁波中

银、前滩企业天地、厦门国际中心等超

高层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摘  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由三栋塔楼和一座巨型廊桥组成。三栋塔楼均为超高层建筑，结构高度分别为 210m、

190m 和 147m，塔楼均采用钢管混凝土框架+双砼核心筒+巨型支撑这一较为新颖的结构体系。系统介绍

了整个项目结构设计的概况，并对本项目结构设计的特点和难点进行了阐述。针对塔楼和廊桥结构的不

规则性，提出了结构设计的抗震性能目标和抗震加强措施。通过对结构的整体弹性分析和弹塑性时程分

析，结构整体指标和抗震性能均能满足既定的设计要求。对特殊及关键的结构部位，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如巨型支撑构件、巨型支撑与核心筒连接的节点和拉索幕墙对主体结构的影响等。 

关键词：超高层；双核心筒；巨型支撑；超大廊桥；深基坑 

 

1 工程概况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位于浦东新区竹园商贸区地块内，张家浜河以北、杨高南路与世纪大道交汇处西南

角，基底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1 万平方米。包括上交所塔楼、中国结算塔楼、中金所塔

楼、连接三栋塔楼的巨型廊桥及五层整体地下室。其中，上交所塔楼地上 32 层，屋顶标高 210m；中国结

算塔楼地上 22 层，屋顶标高 147m；中金所地上 30 层，屋顶标高 190m。 

三栋塔楼上部建筑均采用钢管混凝土框架-双核心筒结构，楼盖采用钢梁、钢筋桁架楼承板混凝土组

合楼盖，出屋面处均有高 25 米的玻璃幕墙构件。塔楼结构平面中，较多楼层双核心筒之间的中庭楼板缺

失，仅有少量楼层存在完整平面将两个核心筒连接。为将两个核心筒所在的结构单元形成整体作用，在两

个核心筒之间设置了三道巨型支撑，从而形成框架-双核心筒-巨型支撑的结构体系。 

廊桥共有三层，距地面 40m 高度、跨度约 160m，廊桥的三层桥面分别与三个塔楼的七层、八层和九层

连接。廊桥与塔楼通过复摆式滑动支座相连，实现了既可以把廊桥的竖向荷载传递到塔楼，又避免廊桥的

侧向力传递到塔楼，造成塔楼与廊桥的联动效应。 

 

2 地基基础及地下结构设计 
 

基础采用桩+筏板形式。上交所、中金所塔楼核心筒下采用直径 1000，有效桩长 48 米的钻孔灌注桩，

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10000kN；上交所、中金所塔楼核心筒外围框架柱下及中国结算塔楼范围采用直径

850，有效桩长 35 米的钻孔灌注桩，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7500kN；地下室抗拔采用直径 850，有效桩长

35 米的钻孔灌注桩，单桩抗拔承载力特征值 4000kN。上交所、中金所塔楼筒体下底板厚度 2.5m，中国结

算塔楼厚度 2.0m，纯地下室其余区域 1.4m。塔楼处钻孔灌注桩的桩端持力层为⑦2 层粉砂土。桩端采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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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浆施工工艺；地下室其他部位处钻孔灌注桩，其桩端亦进入⑦2 层粉砂土。经沉降计算，发生 大沉降

的位置位于上交所塔楼范围内， 大沉降值为 2.2cm。 

地下室各结构层均为梁板结构。另外，本工程地下结构为超长结构。为克服超长结构不设永久缝，在

地下室的顶板上采用了预应力及施工后浇带的方法。围护结构采用了两墙合一的方案（地下室连续墙围护

墙与地下室外墙合二为一），且施工方法采用了纯地下室范围采用逆作法，主楼范围采用顺做法。 

 

3 上部结构设计及相关设计特点和难点 
 

三栋塔楼上结构均采用钢管混凝土柱+钢梁框架—双砼核心筒的混合结构体系。为使核心筒具有足够

的承载力和延性，在核心筒角部设置上下贯通的型钢，部分连梁内设置钢板，以提高连梁的抗剪承载力。

框架柱采用圆形钢管混凝土柱，框架梁采用焊接 H 型钢，与框架柱均采用刚接，以满足外围框架作为二道

防线的要求。经超限判断，塔楼存在结构高度超限以及竖向规则性超限，属于超限高层，需进行超限高层

建筑抗震设防专项审查。结构分别采用 SATWE 和 MIDAS 两种不同力学模型的三维空间分析软件进行整体计

算，且从两种程序计算结果比较可知二种程序的计算结果基本吻合，且计算结果均满足规范各项要求。并

采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对中金所进行了弹塑性时程补充分析，并采取一定的构造加强措施。 

为避免超烈度地震或及意外偶然荷载作用下廊桥与主楼撞击会对主楼产生一定影响，主楼设计时在层

7、8、9 附加考虑了一定水平力作用。另外，还进行了结构主要构件的验算和分析。其中包括楼板应力分

析、剪力墙中震抗剪承载力验算和大震抗剪截面验算、巨型支撑中震和大震验算及支撑的屈曲荷载分析。 

3.1 双核心筒-巨型支撑结构体系 

三栋塔楼结构均采用了双核心筒和巨型支撑这一国际上都较为罕见的结构类型。整个结构的两个核心

筒利用立面上三层巨型支撑连接为一体，每层支撑在平面中设置两道，分别连接在两个核心筒的外侧墙体。

在该结构体系中，巨型支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设置的位置和截面大小直接影响结构的整体性能。 

3.2 组合钢板剪力墙的应用 

鉴于建筑对墙厚和使用空间的要求，塔楼结构设计时在核心筒部分广泛应用了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对组合墙的构造形式及受力性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和探索。 

3.3 超大跨度廊桥 

项目中的超长廊桥将主楼联系为一个整体，这种联系需要在保持廊桥跟主楼相连的同时，又要防止在

侧向荷载作用下廊桥与主楼撞击。为满足该要求，廊桥与塔楼采用了复摆式滑动支座相连，既可以把廊桥

的竖向荷载传递到塔楼，又避免廊桥的侧向力传递到塔楼，保证了两者的安全性。 

3.4 巨型拉索幕墙的应用 

工程拉索幕墙为全国 大单索幕墙，由于单根拉索力达 1600kN，且分别作用 117 高两个独立结构单体

上，对主体结构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主体结构的设计中，重点考虑了拉索与主体结构的连接。 

3.5 深基坑回弹对抗拔桩的影响 

工程基坑开挖深度为 27-28m，在大体量和大面积的土方开挖情况下，土体卸载会引起抗拔桩承载力损

失及影响桩身结构。在设计时，桩基考虑了基坑开挖土体回弹的影响，尤其是地下室的抗拔桩。 

 

4 结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在结构设计中，为实现了建筑所要表达的极简风格，遇到较多的挑战，如文中

所述的双核心筒-巨型支撑结构、超大跨度廊桥、巨型拉索幕墙、深基坑土体回弹、超长结构不设缝、地

下室顺逆结合做法和大跨度剧院等，这些挑战同时也使得结构设计采用了多种复杂技术和创新技术。通过

系统的计算分析及可靠的构造措施，确保了整个项目结构设计的准确性和合理性。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项目即将结构封顶，该项目的建成，将在空中构成“金融之门”，并成为上海市的又一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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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中心结构设计关键技术 

 
张坚 

 
汤卫华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zhangjian@siadr.com.cn tangwh@siadr.com.cn 

张坚（1969—），本科，主要从事超限高层、大跨

结构等复杂建筑结构的研究与咨询，主持上海世贸

广场、重庆大剧院、宁波中银、厦门国际中、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星港国际中心等大型复杂项目

的结构设计与指导工作 

汤卫华（1976—），硕士，主要从事高

层、大跨等建筑结构的研究。参与厦

门国际中心、上海星港国际中心、深

圳金港大厦等项目的结构设计工作 

 

摘  要：厦门国际中心高约 340m，是目前厦门 高建筑，结构高宽比接近 9，核心筒高宽比接近 21，结构横风向

风振效应明显。为满足抗震和抗风要求，采用框架-巨型支撑-伸臂桁架-环带桁架-混凝土核心筒（部分

内带钢板）组成的多重抗侧力结构体系。同时本工程基础为原有基础的加固，新老基础的结合是一大难

点，巨型支撑节点设计、粘滞阻尼墙减振设计均体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理念，在克服了重重挑战后成功

实现了与建筑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框架；核心筒；伸臂桁架；巨型跃层支撑；基础加固；抗震；粘滞阻尼墙；柱脚抗拔；巨型支撑节点 

 

1 工程概况 
 

厦门国际中心位于湖滨南路延伸段（鹭江道）以北，西堤南三路以东（海关办公楼用地东侧），西堤

南路以南，国贸金海岸南侧，毗邻厦门海湾公园。厦门国际中心为原厦门邮电通信枢纽大厦的续建工程。

原邮电大厦的地下室及裙房部分已按原设计方案施工完成。塔楼总高度 339.88m，平面为梭形，尺寸为 53m

×38m，柱网尺寸为 9.6m~10m，核心筒尺寸为 30.2m×16.5m，框架柱距核心筒外墙 大为 9.9m。采用框架

+核心筒+巨型支撑+伸臂桁架+环带桁架组成的多重抗侧力混合结构体系。 

 

2 新老基础的加固设计及抗拔柱脚的设计 
 

2.1桩基及底板设计 

本工程原设计主楼为天然筏板基础（施工完毕），基础底板3.5m，支承在中风化的岩石上面；裙楼基

础底板厚1.3m，支承在中分化或强风化的岩石上面。在主楼以外的基础底板下设置了一定数量的锚杆，以

抵抗浮力。本次拟建塔楼基础位于原基础底板之上，采用天然基础加局部桩基础的形式，对拟建塔楼范围

内未达到中风化花岗岩区域，采用嵌岩桩将上部荷载传至中风化花岗岩，并考虑新、旧底板结合面的处理。 

2.2抗拔柱脚设计 

（1）柱脚节点区应力分析 

采用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程序 ABAQUS 对该节点进行有限元分析，主要考虑柱脚在受拉工况下的内力

分布情况。截取了角柱周边相关区域进行分析，新老底板间内力位移完全耦合，老底板与岩面之间采用接

触单元模拟，柱底荷载采用 100 年重现期 1.0D+1.4Wy 内力组合，施加拉力和弯矩，柱脚拉力以接近 45°

的扩散角向新老底板扩散，在考虑底板自重后，新底板底面并无拉应力区出现，底板 大拉应力在 1.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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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并未超过 C40 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表明该节点在百年一遇风荷载下是安全可靠的。 

（2）柱脚设计 

新底板应满足柱脚的倒冲切承载力要求，必要时可沿冲切面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柱脚锚栓通过后植

锚栓的形式与老底板进行可靠锚固。 

 

3 上部结构设计及若干关键点 
 

3.1 结构体系的选择与确定 

主楼主屋面高度 336.56m，总高度 339.88m，超过规范对于该类结构体系的 大高度 190 米的限值。

塔楼平面尺寸 53m×38m，高宽比 X方向为 336.56/53=6.3，Y 方向为 336.56/38=8.8，超过 7 度区框架-核

心筒结构的 大适用高宽比 7 的要求。塔楼核心筒南北向墙体边缘距离约 16.5m，高宽比为 336.56/16.5

＝20.4，大于《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中内筒高宽比不宜大于 12 的限值要求。经过方案阶段的

比选， 终塔楼采用框架+核心筒+巨型支撑+伸臂桁架+环带桁架组成的多重抗侧力混合结构体系。 

3.2 伸臂桁架与巨型跃层支撑的设计 

为增加结构的抗侧刚度，减小水平位移，经反复比对利用上下五个建筑避难层布置腰桁架，并在上部

四个避难层层布置 Y 向伸臂桁架，东西立面避难层间设置跨层交叉大斜撑，跨层巨型支撑采用矩形钢管。 

3.3 结构的抗震设计 

针对塔楼出现的高度及多项平面和竖向不规则情况，结构布置在相应位置进行一定的加强，并设置相

应的性能目标。在完成罕遇地震弹塑性分析后，结构仍保持直立，7组波平均 大楼层层间位移角满足小

于1/100的要求。结构整体性能满足“大震不倒”的设防水准要求。 

3.4 风摆舒适度问题的解决 

塔楼建筑高度达340米, 属风敏感结构，且周围高层建筑较多，极易形成建筑之间的流场干扰，又由

于塔楼本身具有质量轻、柔性大、阻尼小等特点，结构易发生振动，因此风荷载和结构振动是结构设计的

控制因素之一。结构在三向风荷载作用下顶层加速度为0.393 m/s2,远大于规范限制。为了确保该楼在使

用阶段的抗风安全性和舒适性，有必要采用阻尼器进行减振设计。经计算及分析 终设置粘滞阻尼墙，结

构顶部加速度 大值减小至0.249m/s2, 减振率为36.8%。 

3.5 巨型支撑的节点研究 

采用 Midas FEA 软件对巨型支撑交汇节点进行有限元分析建模考虑了两种情况，分别为不考虑柱中混

凝土与考虑柱中混凝土。柱下端约束全部自由度，柱轴力和支撑轴力均匀加在划分单元后的单元面上，节

点处梁的负弯矩通过在梁两端施加向下的剪力得到。经计算，所有构件的钢材应力均未超过屈服强度。 

 

4 结论 
 

1.对于高度和高宽比超规范要求较多的的厦门国际中心采用框架-核心筒-巨型支撑-伸臂桁架-环带

桁架组成的多重抗侧力混合结构体系是合适的，该结构受力明确、抗风抗震性能优良。 

2.风荷载是超高层结构设计的控制荷载，对于结构的变形和人体舒适度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本工程通

过多重抗侧力混合结构体系保证了结构的变形满足规范要求的同时，又采用液体粘滞阻尼墙来满足舒适度

的要求。分析结果显示这种措施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3.考虑100年风荷载和中震不屈服包络作为柱脚设计依据，通过计算确定在柱脚设置相应的锚栓数量，

柱脚以外新老基础结合面配置一定数量的连接钢筋确保竖向荷载的传递，另外表面凿毛，形成纵横向凹槽

确保水平荷载的传递，很好的解决了新老基础的连接问题。 

4.合理的节点形式是确保结构有效传力的关键。以力学概念为基础，并以有限元模拟的方式为节点设

计提供一种科学经济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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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堡 03-15 地块主楼结构设计 

 
王春光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wangcg@cadg.cn 

王春光（1973-）,博士, 主要从事建筑结

构设计，主持于家堡 03-15 地块、青海科

技馆等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刘建涛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liujt@cadg.cn 

刘建涛（1977-）,硕士, 主要从事建筑

结构设计，主持石油科技研发中心、泰

安艺术中心等项目设计工作 
 

 

许庆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xuq@cadg.cn 

  

尤天直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youtz@cadg.cn

 

                                   

摘  要：结合天津于家堡03-15地块项目189米超高层结构的选型及整体受力特点，对采用带钢斜撑的钢管混凝土

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体系的超高层结构抗震设计方法进行了探讨，重点介绍了为解决超限问题所采取的主要计

算及设计措施。弹塑性时程分析表明这类结构受力性能良好，无需设计伸臂桁架或加强层也可满足变形及抗震性

能目标要求。 

   关键词：超高层；结构选型；钢管混凝土；抗震性能目标 

 

1 引言          

 

03-15 地块项目是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中心商务起步区六地块之一，由一幢 44 层的超高层办公楼及 7

层的裙楼组成，并设有三层地下室，建筑功能主要为商业及办公，建筑高度为 189 米。本工程为超限高层

建筑，设计时需结合建筑造型及功能需要，采取合理的结构体系。并根据结构的超限情况，采取相应的措

施。 

 

2 主要研究内容  

 

带斜撑的框架结构具有很大的抗侧移和抗扭刚度，能有效抵御水平荷载产生的倾覆弯矩、结构扭转，

并能有效减少水平荷载产生的结构位移。结合建筑造型，本工程主楼采用由带钢斜撑的钢管混凝土外框架

与钢筋混凝土内筒组成的混合结构体系：外框架由方钢管混凝土框架竖柱、钢斜撑及钢框架梁组成（仅竖

柱中灌注混凝土），内筒采用钢筋混凝土核心筒，形成混合结构体系共同承受水平及竖向作用。外框柱采

用钢管混凝土柱,能较好地发挥混凝土的抗压作用，减少钢结构用钢量，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本工程为超限高层结构，除高度超限外，主楼存在两项不规则，为一般不规则的超限高层建筑。针对

超限情况，对主楼结构进行了抗震性能化设计，针对不同的结构部位并根据其重要程度，采用了不同的抗

震性能目标，并对结构进行了小震反应谱分析、小震弹性时程分析，中震不屈服、中震弹性分析，大震弹

塑性时程分析等计算分析。除采取计算措施，还对结构采取一系列的设计措施，对发现的结构薄弱部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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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加强。 

 

3 主要结论           

 

03-15 地块工程属高度超限的超高层建筑并存在多个不规则项，根据工程的超限情况，设计时提出相

应的抗震性能目标，进行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由于配合建筑造型采用合理的结构体系并采取了相应的设

计措施，结构分析表明，本工程所采用的带钢斜撑的钢管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体系受力明确，

抗震性能良好，无需设计伸臂桁架或加强层也可满足变形及抗震性能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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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丽洲大酒店结构设计 

 
储德文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chudewen@cabrtech.com 

储德文（1970-），主要从事建筑结

构设计、咨询和研究工作  

廖宇飚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liaoyubiao@cabrtech.com 

廖宇飚（1974-），主要从事建筑结

构设计、咨询和研究工作 

林祥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Linxiang@cabrtech.com 

刘军进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liujunjin@cabrtech.com 

黄小坤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huangxiaokun@cabrtech.com 

 

 

摘  要：介绍了上海丽洲大酒店工程的结构设计。该工程造型复杂，存在平面刚度不均匀、局部转换、收进、错

层等平立面不规则情况，为复杂体型超限高层建筑。介绍了该工程的基础设计、上部结构设计以及针对

超限情况采取的在结构布置、分析计算、结构构造等方面的抗震加强措施。 

关键词：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抗震 

 

1 工程概况 
 

上海丽洲大酒店位于上海市奉贤区，是一座包含办公、餐饮、娱乐、住宿等多种功能的五星级综合性

酒店。建筑以“旗舰”作为设计主题，整体建筑造型象一艘巨轮。 

该工程建设用地为 50m×190m，用地面积为 9500m
2
，总建筑面积为 3.5 万 m

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2.4

万 m
2
，地下建筑面积为 1.1 万 m

2
。建筑物地上 13 层，地下 2 层，建筑总高度为 66.95m。地下二层平战结

合建造 6 级防空工程。 

 

2 基础和地下室结构设计 
 

建筑地下2层，埋深约10m，采用桩径650mm，桩长30m的钻孔灌注桩，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为2400kN。

对于塔楼和板楼投影之外的地下室外扩地段采用了抗拔桩，单桩竖向抗拔承载力特征值为 1200kN。塔楼采

用平板式桩筏基础，板楼及船头部分采用独立桩基承台+防水板基础。 

地下室共两层，地下二层顶板采用十字梁楼盖。地下室顶板在塔楼区域采用主次梁结构，板楼区域采

用主梁+大板结构。板楼±0.000 区域结构局部降板较多，梁板交接处楼板采用加腋处理。 

 

3 上部结构设计 

 
建筑物按外形和建筑功能分为塔楼、板楼、船头三部分，被划分为两个抗震单元，塔楼作为一个结构

单体，船头与板楼作为一个结构单体。地下室及基础部分不设永久缝。 

塔楼地上 13 层，一至四层为餐饮、会议、酒店大堂、健身房等配套用房，四层顶设置了设备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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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至十三层为酒店客房，标准层层高 3.6m，檐口高度 65.1m，平面为斜放的矩形。塔楼采用钢筋混凝土框

架-核心筒结构，框架和核心筒抗震等级为二级。 

板楼地上 7 层，一层至四层为歌舞厅、宴会厅、报告厅、酒店大堂、健身房等配套功能用房，四层顶

设置了设备层，五、六层为板状客房，檐口标高 32.650m，西侧船头屋面标高为 18.500m。板楼采用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抗震等级为二级，地面以上位于①~⑥轴之间的船头部分由于造型复杂采用了钢结构。 

船头造型特殊，柱位稀疏，结构设计采用双向钢桁架作为主体结构，楼面处布置工字形钢次梁支撑楼

板，侧面和底面则采用工字钢作为次结构（龙骨）找形，表面再铺以钢板完成建筑外形。 

 

4 超限情况及应对措施 
 

塔楼属于竖向刚度特别不规则的高层建筑，主要存在以下超限情况：1）平面扭转不规则；2）局部框

架柱转换；3）设备层引起的刚度突变；4）局部存在越层柱。 

板楼属于平面、立面特别不规则的复杂体型高层建筑，主要存在以下超限情况：1）平面扭转不规则；

2）局部框架柱转换；3）竖向收进；4）局部存在越层柱；4）船头二层、四层楼面与板楼主体结构楼面之

间存在 2m 的错层；5）船头和板楼主体抗侧力结构由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两种不同性能材料组成。 

针对以上超限情况，主要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1）对于塔楼核心筒稍微偏置的情况，将核心筒的东侧墙体厚度增厚，减小结构扭转效应。 

（2）加强塔楼底层的抗侧刚度。 

（3）对于塔楼个别不能落地的框架柱，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托柱转换，转换梁附近区域楼板加厚。 

（4）塔楼设备层框架柱箍筋通高加密。 

（5）对塔楼的越层柱按实际柱高复核长细比和进行构件截面设计。 

（6）对于板楼立面收进后横向刚度弱的情况，加大立面收进范围内的框架柱该方向的截面尺寸。 

（7）板楼立面收进起始楼层的楼板厚度加厚，与立面收进楼层相交的竖向构件在相交楼层上下各一

层内配筋加强，箍筋通高加密。 

（8）板楼宴会厅框架柱采用型钢混凝土梁转换，转换梁附近区域楼板加厚。 

（9）对板楼的越层柱按实际柱高复核长细比和进行截面设计。 

（10）板楼±0.000 楼板结构局部降板较多，梁板交接处采用楼板加腋方式处理。 

（11）板楼地下室在上部结构分缝处增设一道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12）板楼船头部分悬挑较大，造型复杂，采用大伸臂钢桁架作为主悬挑受力构件。 

（13）船头部分的框架柱设计为钢管混凝土框架柱。 

（14）对于板楼主体和船头在二层和四层的错层连接部位的钢筋混凝土梁、柱内增设型钢。 

（15）船头钢桁架与框架柱的连接按中震不屈服设计。 

（16）在结构计算分析方面，塔楼和板楼采用两种空间分析程序 SATWE 和 ETABS 进行分析比较。 

（17）对塔楼、板楼均考虑偶然偏心和双向地震作用。 

（18）对塔楼、板楼均补充弹性时程分析。 

（19）由于船头的影响，板楼 不利地震作用方向为 55.5 度，补充该 不利方向地震作用的验算。 

（20）船头钢结构采用 SAP2000 单独建模计算，并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21）板楼结构复杂，采用 SAP2000 进行了整体补充对比计算。 

 

5 结语 
 

本工程体型复杂，存在平面刚度不均匀、局部转换、收进、错层等平面、立面不规则情况，结构设计

时从结构布置、分析计算、结构构造等方面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以改善结构的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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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龙湖 1#地块超高层住宅结构设计研究 

 
卢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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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烽清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fengqing.li@siad-c.com 

 

卢文娟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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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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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yu.song@siad-c.com

 

 

摘  要：苏州龙湖 1#地块超高层住宅楼建筑高 122.4m，结构采用剪力墙结构体系，为超高层住宅。主要介绍了该

工程上部结构设计，包括多遇地震下的弹性分析，弹性时程分析，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变形验算，以及中大

震下抗震性能目标分析等 

关键词：超高层住宅；抗震性能目标；弹性时程分析  

 

1 工程概况 

 

苏州龙湖 1#地块超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为 9.8 万 m2，地上 8.2 万 m2，地下 1.6 万 m2。地上建筑由两

幢 40 层 122.4m 高的住宅楼组成, 标准层层高为 3m。地下共 2 层，主要功能为设备用房及车库，层高为

5.2 m 和 3.6m。本工程地下室连为整体，上部 2 栋塔楼均在平面中间位置设置 1 条防震缝，划分为二个相

互独立的抗震结构单元分为抗震单元，防震缝宽 300mm。本文仅对 1#住宅楼左单元进行超高层住宅楼结

构设计分析。 

 

2 结构设计概况 
 

2.1 风荷载及地震荷载取值 

风荷载和地震荷载按规范规定取值。 

2.2 结构体系及抗震性能目标 

1#住宅楼左单元结构高度 122.4 m，共 40 层，标准层层高 3m，平面尺寸为 34.4m×16.5m，高宽比为

7.41，为 A 级超高层建筑。典型结构平面见图 3。高层住宅楼剪力墙抗震等级为三级；剪力墙底部加强部

位高度取至五层楼面标高；地下室剪力墙抗震等级为三级，框架抗震等级为三级；顶板处转换梁柱抗震等

级提高一级，为二级。本工程采用两个程序进行多遇地震计算并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补充计算；

且在三水准地震作用下的抗震性能目标为：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中震受剪弹性，中震受弯不屈服，大震

下不允许斜截面剪切破坏，满足截面抗剪控制条件；并确保结构在大震下的稳定，要求其薄弱部位的验算

应满足大震不倒的位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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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础设计 

本工程基础埋深约为 9.2 m（从室外地面起算）。根据勘察报告，考虑本工程的荷载大小、平面分布

及地基持力层的分布情况，基础设计采用桩基+筏板，桩基采用钻孔灌注桩，后注浆工艺（住宅楼）。 

 

3 结构计算分析 
 

结构计算程序采用：1）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PKPMCAD 工程部编制的 PKPM 系列微机建筑结构 CAD 软件

（2012年 7月版）；2）北京迈达斯技术有限公司基于三维的建筑结构分析和设计系统MIDAS Building 2012。 

本工程用 3种结构计算模型分别进行分析计算：1）总装模型：用于设计地下室及基础；2）包含地下

室相关范围的分塔模型：用于判断嵌固判断；3）不含地下室的分塔模型：用于判别塔楼指标信息（周期

比、位移角、位移比）等。 

 

4 结语 

 

本工程根据建筑方案、结合结构特点，采用剪力墙结构体系方案，对平面和竖向结构的合理布局，使

得总体结构上下刚度均匀、受力合理，通过三水准地震作用下的抗震计算及性能目标控制，保证结构安全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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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浦等设计工作 

 

罗强 

高级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qiang.luo@siad-c.com 

沈银良 

高级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yinliang.shen@siad-c.com 

冯佳贤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jiaxian.feng@siad-c.com 

王焕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huan.wang@siad-c.com 

 

摘  要：本项目为 B 级高度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存在扭转不规则、局部转换（穿层柱）、塔楼偏置，为超限高

层。补充了多遇地震下弹性时程分析，进行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变形验算。详细介绍了对重要部

位采取抗震性能目标分析，给同类高层结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斜撑转换；塔楼偏置；抗震性能目标分析 

 

1  概述 

 

苏州港口发展大厦主要功能为办公和商业，位于苏州高铁新城，高铁苏州北站南侧。塔楼地上 32 层

+2 层避难和设备转换层，裙房地上 4 层，地下室 3 层。建筑面积 93,914 平方米，其中地上 66,379 平方米，

地下 27,535 平方米。建筑效果图见图 1，总平面布置示意见图 2。 

     

图 1 建筑效果图         图 2 总平面布置示意图               图 3 塔楼低位和高位标准层平面 

塔楼房屋高度 149.85m，房屋总高 161.85m； 1~4 层为商业，5~32 层为办公，另外在 10 层与 11 层之

间、21 层与 22 层之间各有 1 层避难设备转换层，房屋结构层数为 34 层。平面形状呈方形，建筑平面尺寸

39.7x39.7m。塔楼低位和高位标准层平面见图 3。裙房地上 4 层，房屋高度 21.75m，裙房总高 25.35m；平

面东西向长 86.4m，南北向长为 67.3m。 

 

2  设计参数 

 

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为二级。苏州市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设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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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根据《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 第

6.0.5 条，1~4 层划分为重点设防类（乙类），上部划分为标准设防类（丙类）； 

建筑场地类别为Ⅲ类，按抗震规范插值方法取场地特征周期 Tg=0.52s。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小

震下地面峰值加速度 Amax=0.033g=33cm/s2，地震影响系数αmax=0.083。 

 

3  结构选型与布置 
 

地上部分裙房和塔楼不分开，为 1 个抗震结构单元；整个地下室不设置变形缝。塔楼采用框架-核心筒

结构体系，结构标准层平面尺寸 39.2x39.2m，标准层抗侧力构件平面尺寸 37.2x36.6m，核心筒平面尺寸

19.45x14.2m，结构高宽比 4.09，核心筒高宽比 11.06。裙房范围采用框剪结构，为调整扭转位移比设置部

分剪力墙。由于地下室顶板有下沉广场和汽车坡道等二个较大的开洞，故将上部结构嵌固在基础顶面。 

塔楼南立面中间 1 根柱建筑在四层楼面需进行转换，结构在六层楼面采用斜撑转换，斜撑跨越第三层、

第四层和第五层。仅 1 根柱采用斜撑转换，为局部转换。 

根据高规，建筑高度为 149.85 米，小于 150 米但接近 150 米，考虑到塔楼对底盘裙房偏置等不规则情

况，按 B 级高度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进行设计。裙房屋面即五层楼面以上：框架为二级，核心筒为二级；

一至四层塔楼及其相关范围框架为一级，核心筒为一级；其余范围框架为三级，剪力墙为二级；与裙房相

连的塔楼框架柱在五层楼面～七层楼面抗震等级提高为一级；斜撑转换的斜撑、斜撑下端框架梁及下部转

换柱相应提高一级。地下室对应上部塔楼及其相关范围内框架为一级，剪力墙为一级，转换柱为特一级；

其余范围框架为三级，剪力墙为二级。 

 

4  斜撑转换的措施 
 

转换斜撑的上下端楼面即三层、六层楼面转换相邻跨范围内楼板厚度取不小于 180，再相邻跨楼板厚

度取不小于 150，其余范围楼板厚度取不小于 120；转换斜撑的上一层即七层楼面和下一层即二层楼面板

厚取不小于 120。转换斜撑上下楼面板采用考虑面内刚度的弹性膜单元，楼板采用双层双向配筋，配筋率

不小于 0.25%。并对楼板在中震作用下进行应力分析。 

斜撑和斜撑下端拉梁设置成型钢混凝土构件，斜撑下端梁按单独受拉计算与受弯配筋叠加。偏于安全

考虑，斜撑下端水平力全部由拉梁承担，且拉力由型钢全部承担。斜撑下端的水平力设计值为小震 15319kN，

中震 22477kN。拉梁配置型钢 H-900x500x50x50(Q345B)。拉梁受拉承载力为 A*fy=(500x50x2+800x50) 

x265/1000=23850kN；斜撑、斜撑下端框架梁及转换柱抗震等级提高一级。对斜撑下端的三层平面(1)~(7)

轴/(A)~(C)轴范围的楼板和梁在斜撑水平推力作用下进行应力分析和配筋验算。对斜撑、转换柱、斜撑下

端拉梁进行抗震性能目标分析，性能目标确定为中震弹性、大震不屈服。 

 

5  结构计算与分析 

 

对照超限高层抗震审查技术要点，进行结构不规则性类型和超限判别：建筑高度为 149.85 米，小于

150 米但接近 150 米，考虑到塔楼对底盘裙房偏置等不规则情况，按 B 级高度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进行设

计；存在扭转不规则、局部转换（穿层柱）、塔楼偏置，为超限高层。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

的补充计算，并进行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变形验算。对重要部位采取抗震性能目标分析。 

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的补充计算。各层时程分析七条波的平均值比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的计算结果均小； 大层间位移角时程分析七条波的平均值均满足规范要求。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变形验算，选择静力弹塑性方法PUSHOVER，弹塑性层间位移角X向 1/386， 

Y 向 1/382 小于规范限值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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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项目为 B 级高度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存在扭转不规则、局部转换（穿层柱）、塔楼偏置，为超限

高层。补充了多遇地震下弹性时程分析，进行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变形验算，对重要部位采取抗震

性能目标分析。通过计算分析和所采取的抗震措施，结构合理，分析结果均符合规范要求安全可靠的，而

且完全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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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海创大厦结构设计 

 
徐振英 

高级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zhenying.xu@siad-c.com 

徐振英（1971-）,学士, 主要从事

建筑结构设计，主持昆山海创大

厦、昆山市公共卫生中心等项目结

构设计工作 

 

汤翔宇 

研究员级高工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xiangyu.tang@siad-c.com 

汤翔宇（1969-）,研究生, 主要从

事建筑结构设计与研究，参与苏州

工业园区招商银行大厦、吴中大厦

等项目设计评审工作 

 

吴海彬 

高级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haibin.wu@siad-c.com 

吴 涛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tao.wu@siad-c.com 

吴建良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jianliang.wu@siad-c.com

张响鹏 

助理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xiangpeng.zhang@siad-c.com

 

摘  要：昆山海创大厦主楼为框架-核心筒结构，裙房为框架结构。通过合理的平面分区及竖向构件布置，满足

结构抗震要求，同时达到较好的经济指标。采用 SATWE 和盈建科分别计算模型，结果吻合较好。文章

后对结构进行多遇地震弹性时程分析及罕遇地震下弹塑性分析，分析结果满足相应规范要求。 

关键词：框架-核心筒结构；弹性时程分析；弹塑性静力分析 

 

1 工程简介 
 

本工程由两栋约 100 米高的主楼与一栋四层的裙房组成，全区设一层地下室。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33355.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7113 平方米，其中地下总建筑面积 17467 平方米，地下室局部设甲类防空

地下室，抗力等级为核 6 级和常 6 级，平时功能为汽车库和设备用房，战时功能为二等人员掩蔽所。 

 

图 1 建筑整体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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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研究方法 

 

本工程结构采用盈建科程序对塔楼进行多遇地震（小震）作用下的弹性时程分析。 

同时采用 PKPM 静力弹塑性分析程序 PUSH 验算了 A 塔楼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楼层位移，经过计算

分析，其罕遇地震下的 X,Y 方向层间位移角均小于框架-核心筒结构的限值 1/100，满足规范的要求。 

 

3 主要研究内容 
框架核心筒高层结构经济合理的平面布置方案。 

塔楼底部采用了型钢混凝柱，以控制底部框架柱截面尺寸。 

 

4 主要结论 

 

结构布置经济合理，两个软件的计算结果基本吻合，周期、位移和内力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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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办公大楼斜柱转换设计 
 

邓春燕 

苏州市抗震专家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chunyan.deng@siad-c.com 

邓春燕（1979-）,硕士,主要从事建

筑结构设计，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建筑一院结构二所所长 
 

陈剑清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jianqing.chen@siad-c.com 

陈剑清（1981-）,学士,主要从事建筑

结构设计，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建筑一院结构二所工种负责

人 

 

摘  要：介绍了苏州公安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大楼斜柱转换设计。通过对转换形式的分析比较可知，斜柱转换具有

受力直接、竖向变形小、高效可靠、构造简单的特点。同时，通过对斜柱转换层楼板应力分析可知，转

换层楼板分担了较大的水平力，结构设计时应加以重视。 

关键词：斜柱转换；转换桁架；局部转换；楼板应力 

 

1 工程概况 
 

苏州公安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大楼地下 1 层,地上 21 层，其中裙房 3 层，办公大楼底层层高为 5.0m，标

准层层高为 4.2m，地上高度到主屋面为 92.000m，到机房构架层顶面为 99.000m。裙房外围框架柱为穿层

柱。在层 5 及层 6 采用两层高的斜柱对塔楼两根边柱进行局部转换，转换跨跨度为 25.2m。 

 

2 结构设计与分析 
 

本工程属于特别不规则结构。但通过对结构形式的仔细研究和对结构模型的详细分析，本工程的各项

抗震指标已基本满足规范要求，结构体系合理，结构刚度适宜。 

 
3 斜柱转换设计 

 

通过计算可知，在桁架转换形式下，受压斜柱的轴力较大，受拉斜柱的轴力相对很小，说明受拉斜柱

的利用效率不高。而斜柱转换形式下，斜柱轴力有所增加，但避免了在混凝土结构设计中采用受拉杆件，

便于施工。另外，由于转换桁架的抗侧刚度很大，上部结构抗震设计时，转换层上下刚度比，楼层抗剪承

载力之比等抗震指标均很难满足规范要求。因此，结构设计 终采用斜柱转换形式。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转换柱按一次性加载和施工模拟加载两种方法分别计算的轴力相差达 20%，这充

分说明高层建筑考虑施工模拟的必要性。相对于转换梁等转换构件而言，斜柱转换竖向变形相对较小，因

而对周边构件及主体结构的内力影响也相对较小。结构设计时要求斜柱转换部位施工至六层并达到 100%

强度后方可拆模。同时，对于与转换构件相连的侧向水平构件，通过设置施工后浇块等措施释放一部分施

工期间的结构变形，从而减小变形对周边构件的影响并优化设计。 

 

4 转换层楼板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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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平面内应力弹性分析结果显示：作为水平拉梁的有效翼缘，斜柱转换部位楼板分担了较大的水平

力，约为斜柱水平拉力的 48%。在竖向荷载及水平风荷载组合下，转换部位楼板平面内 大截面拉应力设

计值约为 2.4Mp。考虑到转换层为档案库且柱网不大，因此，结合应力分析结果，转换层楼板不设次梁，

采用大板形式，板厚取 220mm 并采用双层双向配筋。 

 

5 节点分析 
 

梁柱节点区有限元分析结果显示，节点区钢骨应力水平较低，约为 50~150Mp，转换柱内侧梁底的混

凝土应力集中范围很小，节点区承载力可满足要求。 

 

6 结语 
 

转换结构形式应进行多方案分析比较，以确定 优结构布置形式，从而达到建筑功能与结构受力双重

合理的效果。 

斜柱转换具有受力直接、竖向变形小、高效可靠、构造简单的特点，在高层建筑结构转换中具有很大

的适用性和优越性。结构设计时，对带转换结构的高层建筑，应考虑施工模拟对转换结构及周边构件的内

力及变形影响。另外，斜柱转换部位楼板分担了较大的水平力，结构设计时应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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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科院地理信息及文化产业项目结构设计 

 
张杜 

高级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du.zhang@siad-c.com 

张杜，主要从事结构设计工作，主

持西交利物浦南校区、南京万达茂

四期等设计工作 

   

王一帆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yifan.wang@siad-c.com 

王一帆，主要从事结构设计工作，

参与苏州中心、丰隆城市中心等设

计工作 

      

董洛庭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luotin.dong@siad-c.com 

倪秋斌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qiubin.ni@siad-c.com 

唐胜平 

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shengping.tang@siad-c.com 

 

 

摘  要：中科院地理信息及文化产业项目地理楼和文化楼为平面及竖向不规则的超限高层。针对结构平面及竖向

不规则，本工程采取适当加强措施，使其具有足够的安全储备，满足结构既定的抗震能力；对于文化楼

超长结构，补充楼板应力分析，按应力分析结果进行楼板配筋；三层连接两栋楼的地球仪钢结构平台结

构体系合理，传力路径明确，经计算分析表明结构的整体位移、承载力及整体稳定均满足规范要求。 

关键词：平面及竖向不规则；抗震能力；楼板应力分析；整体稳定 

 

1  工程概述 
 

本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科技城，分成两个项目：地理信息产业项目（简称地理楼）、地理文化产业项

目（文化楼），共设一层大底盘地下室。建筑主体功能以科研为主，参入少量的科研配套。效果图如图 1

所示。地理楼和文化楼地上 6 层， 大屋面高度为 27.5m。为体现本项目特点，建筑在两栋楼三层间设置

了一个地球仪造型的钢结构平台连接两栋楼。部分楼层结构平面图及建筑典型剖面如图 2、图 3 所示。 

        

    图 1 建筑效果图                  图 2 三层结构平面图          图 3 三层地球仪造型钢平台剖面 

 

2  地基基础设计 

 

本工程所在场地为 III 类建筑场地。本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及建筑桩基设计等级均为乙级。两栋主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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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基础采用“预应力管桩+承台”，桩采用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桩型为 PHC-500(110)AB-C80，桩长

20m，以第（5）-2 号粘土层为桩尖持力层。基础底板采用肋梁式筏板，板厚为 450mm，。地库部分基础采

用“预制混凝土方桩+承台”，桩采用混凝土实心方桩，桩型为 JAZHb-2 40，在洪水位时按抗压兼抗拔桩设

计，桩长 16m，以（5）-1 号粘土层为桩尖持力层。基础底板采用肋梁式筏板，板厚为 400mm。 

主楼与裙房间地下室设置沉降兼伸缩后浇带，采取“抗”、“放”相结合的原则，首先释放大部分沉降差，

同时将主楼与地库间相邻跨筏板加厚过渡，其次适当加强主楼与裙房相邻跨上部结构的框架配筋，以抵抗

其余部分的沉降差。 

 

3  结构主要特点 
 

地理楼上部结构二层~四层为环形围合平面，五层、六层建筑局部退台形成 L 形平面，由于建筑立面

要求，整个结构不允许设置抗震缝，为一个结构单元。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抗震等级为三

级，以地下室顶板为嵌固端，楼屋面一般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式结构。五层由于体型收进部分楼板加

强至 150mm，六层及屋面层楼板在 L 形拐角应力集中部位相关范围楼板取 150mm。 

文化楼上部结构均为 L 形平面，根据建筑立面要求，整个结构不设置抗震缝，为一个结构单元。主体

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抗震等级为三级，以地下室顶板为嵌固端，楼屋面一般采用现浇钢筋混凝

土梁板式结构。各楼板在 L 形拐角应力集中部位相关范围楼板取 150mm。 

本工程两栋楼根据建筑立面要求，部分采用斜柱，斜柱周边梁板补充楼板应力分析，对连接斜柱的框

架梁及楼板存在水平拉力部位加强配筋。三层地球仪造型的钢结构平台采用钢桁架结构。 

 

4  楼板应力分析 
 

文化楼平面长度约为 95m，宽度约为 50m，为超长结构，除按规范要求施工期间设置后浇带、使用期

间采取保温、隔热等措施外，尚需对楼板进行温度应力分析。根据《荷载规范》GB50009-2012，苏州地区

基本气温 低为-5℃、 高为 40℃，结构入模时温度按 15℃计算。采用 PMSAP 程序，对整楼计算模型进

行温度应力的计算。全楼设置为弹性膜，升温按 25℃降温按 20℃。 

 

5  三层地球仪钢结构平台结构设计 
 

三层地球仪钢结构平台结构位于两个单体地理和文化两楼之间。结构平面类似平行四边形，建筑宽度

约为 17m，长度约为 23m。结构中部有一直径 12m 地球仪造型结构。主体为空间桁架体系，地球仪造型为

拱型结构，如图 5 所示。 

结构计算程序采用 CSI 公司 SAP2000 结构分析软件 15.2.1。 

整个桁架体系由三道平面纵向桁架、两道横向桁架及中间的环形桁架组成。其中纵向桁架为主受力桁

架，分别支承于两端框架柱上，左端为固定支座，右端为滑动支座。两道横向桁架为纵向桁架提供侧向支

撑，保证纵向桁架平面外稳定。环形桁架即作为整个地球仪造型结构的支承又加强了中部开洞的刚度，加

强了桁架体系的整体性。 

 

6  结束语 
 

本工程通过以上的结构计算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根据三维空间分析软件 SATWE 及 PMSAP 两个模型整体计算得到的结果比对，地理楼及文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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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各项结果基本吻合；并补充弹性动力时程分析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计算，按时程曲线反应谱和

振型分解反应谱两者的不利工况进行包络设计。各项计算结果均能满足规范要求。 

（2）对于结构平面及竖向不规则，采取适当加强措施，使其具有足够的安全储备，满足结构既定的抗

震能力。 

   （3）三层地球仪钢结构平台结构体系合理，传力路径明确；经计算分析表明结构的整体位移、承载力

及整体稳定均满足规范要求；在多遇地震作用下结构杆件保持弹性，满足抗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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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文化艺术中心结构设计 

 

曹彦凯 

高级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yankai.cao@siad-c.com 

曹彦凯（1981-）,主要从事工业与民用

建筑工程结构设计，参与太仓规划馆、

昆山 A15 超高层建筑、泰州会展中心二

期等项目 

 

叶永毅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yongyi.ye@siad-c.com 

叶永毅（1972-）,硕士, 主要从事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结构设计，参

与江苏省园博会 B 馆、南通体育会

展中心游泳馆、昆山 A15 超高层建

筑、泰州会展中心二期等项目

 

 

摘 要: 射阳文化艺术中心为射阳县新城区市民广场标志性建筑。本工程上部结构关系复杂，具有大跨度、大悬

挑、大开洞、较多错层等，平面及竖向均不规则，属特别不规则结构。介绍了工程的特点和结构设计情

况，针对不同部位的特点及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构造及抗震措施，并采用 MIDAS 软件对受力复杂的剪力

墙及超长楼板进行应力分析。经对结构进行多模型的弹性分析和时程分析，其工作状态和性能均能达到

预期性能目标和规范要求。 

关键词: 复杂结构；抗震措施；结构分析；型钢混凝土 

 

1 引言 
      

    射阳文化艺术中心位于江苏省射阳县新城区幸福大道以北，市民广场东侧，与射阳县新政府大楼毗邻，

总建筑面积 20229m2，建成后为射阳县新城区市民广场标志性建筑。 

建筑总体布局和功能分为两部分：文化馆功能块及剧场功能块。文化馆功能块为会议中心和活动类用

房、展览大厅及办公室等，该区块地上四层；剧场功能块有 1000 人剧场、300 人电影院、淮剧团、排练厅

等，地下一层，舞台台仓部分地下二层，建筑总高度 26.90m。本文着重介绍剧场功能块的结构设计。 

工程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建筑场地类别为Ⅳ类，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

组，g=0.75s。 

 

2 结构设计 
 

2.1  地基基础 

根据本工程场地情况及本工程结构特点，采用预制桩基础：由于上部结构柱网跨度及荷载均有较大差

异，为尽量减少柱间沉降差，设计时抗压桩采用桩身带肋的增强型预应力混凝土离心桩

T-PHC-AB500-460(110)，并采用多种桩长相结合的布桩方式。 

舞台台仓地下室部分存在抗浮问题，桩基计算需满足两种工况：（1）正常使用情况下的承载力要求；

（2）抗浮水位情况下按抗拔桩计算，满足承载力要求。 

2.2  上部结构 

本工程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本工程根据平面及功能分成 2 个抗震单元，采用框架-抗震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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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大跨度部分采用劲性混凝土框架，剧场看台及舞台区屋盖采用网架结构，外廊构架采用轻钢屋面。框

架抗震等级二级，局部大跨度框架（影院屋面劲性框架及舞台台口上方劲性框架）抗震等级一级，抗震墙

抗震等级一级。 

本工程上部结构关系比较复杂，具有大跨度（电影院屋顶及舞台台口梁，跨度分别为 24m 和 19m）、

大悬挑(剧场楼座看台，净悬挑 6.1m)、大开洞(剧场看台、舞台及侧台上空均为大开洞，楼层开洞率>30%)、

较多错层等，平面及竖向均不规则，属特别不规则结构。结构设计时，在平面四角及剧场四角均设置少量

剪力墙，作为主要抗侧力构件。             

2.3 结构抗震设计的预期性能目标 

本工程体型复杂，平面及竖向均不规则，根据结构(构件)的重要性设定了不同的抗震设防目标：1)电

影院屋面以及剧场舞台台口上方大跨度劲性混凝土框架、错层处框架柱及剪力墙在设防烈度地震（中震）

作用下保持弹性状态；2)主体框架在设防烈度地震（中震）作用下不屈服。  

 

3 结构分析 
 

3.1 结构弹性分析 

本工程上部结构关系比较复杂，设计时采用 SATWE、PAMSAP 及 MIDAS 对结构进行整体分析，同

时对于平面及立面上不规则的几榀框架单独取出来用 PK 程序对梁、柱进行复核验算，并进行包络设计。

由于平面开洞较多，部分剪力墙(如剧场耳光室剪力墙)两侧均为大开洞，无法使得水平力有效传递，使计

算失真，计算时取消该部分无约束剪力墙后重新计算，并与原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包络设计。 

3.2 中震弹性分析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按中震取 amax=0.23（2.875 倍小震），框架和抗震墙的抗震等级均取四级，采用

SATWE 和 PMSAP 进行分析计算。按中震弹性分析结果包络设计。 

3.3 结构弹性时程分析 

    为校核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计算结果，采用 PMSAP 软件进行弹性时程分析。计算采用二条天然波

（TH1TG075，TH2TG075）和一条人工波（RH1TG075），结构阻尼比为 0.05，结果取时程法的包络值和

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较大值。 

3.4 超长结构分析 

采用 MIDAS 软件进行超长结构温度应力计算分析并进行温度作用下楼屋盖结构设计。射阳县 高及

低月均气温分别为 35℃，-7℃，季节温差 42.0℃，按后浇带封闭时温度为 10℃考虑，升温温差 25℃、降

温温差-20℃。 

 

4 结论 
 

（1）对于建筑造型复杂的工程，在设计前应当建立较为精确的建筑结构模型，对于个别位置关系及受

力复杂的构件应进行单独验算，并进行包络设计。 

（2）建立整体计算模型，采用 SATWE 及 MIDAS 等多模型进行分析设计，对结构按构件类型、受力复杂

程度以及构件的重要性等提出抗震性能化设计目标。 

（3）对超长混凝土结构，结构设计中通过采用适当的应力分析软件对温度应力进行分析、设置后浇带、

加强梁、板内通长及构造钢筋等措施，减少了温度作用和收缩变形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不利影响,对温度

应力可能集中的部位进行加强。 

（4）对于柱网跨度及荷载均有较大差异的结构，为有效控制沉降，可采用多种桩长相结合的布桩方式、

选用对控制沉降有利的桩身带肋的增强型预应力混凝土离心桩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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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构计算分析及理论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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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滑移效应的分散型钢混凝土组合柱抗弯刚度

研究 

 
肖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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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从真（1967-），博士，主要从事

超高层及复杂结构设计和咨询工

作，主持负责的项目包括上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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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 

dengf13@mails.tsinghua.edu.cn 

邓飞（1991-），博士研究生，主要

研究方向为分散型钢混凝土组合

柱的抗震性能、设计方法及其在超

高层结构中的应用 

 

摘要：滑移效应广泛存在于钢筋混凝土（RC）及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本文首先通过微元体的受力平衡方程，

建立了型钢表面滑移分布的微分方程组。通过求解微分方程组，得到考虑相对滑移效应时截面曲率沿 ISRC

柱纵向的分布。进而，利用截面的曲率分布得到考虑与不考虑相对滑移效应时 ISRC 柱的抗弯刚度的比例

关系，从而得到抗弯刚度折减系数 。理论计算和试验结果的对比表明：（1）不考虑滑移效应会高估 ISRC

柱在弹性状态下的抗弯刚度，而采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计算结果；（2）在相同的界面条

件下，ISRC 柱的抗弯刚度折减系数随含钢率的增大而增大，随剪跨比的增大而减小；（3）增加型钢表面

抗剪栓钉的数量可以提高 ISRC 柱的抗弯刚度，但栓钉的边际作用随数量的增加而减小。 

关键词：分散型钢；组合柱；滑移效应；抗弯刚度 

 

1 简介 
 

为进一步实现超高层结构的优化设计，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型内嵌分散型钢的混凝土组合柱（ISRC

柱）。与采用整体型钢的组合柱（SRC 柱）相比，ISRC 柱可以减少现场焊接量，节约工期和成本。此外，

由于单个分散型钢的截面尺寸比中央整体式钢骨的截面尺寸更小，使得这些分散的型钢可以在工厂制作完

成后直接运至现场拼装，从而实现更好的质量控制。 

本文着重研究滑移效应对 ISRC 柱抗弯刚度的影响。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得到 ISRC 柱的截面曲率与

抗弯刚度折减系数的分布，再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得到设计上可用的公式，用以计算考虑滑移效应时 ISRC

柱的抗弯刚度，为工程应用提供参考。 

 

2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为理论分析及推导。通过建立 ISRC 柱微元体的受力平衡方程，得到滑移沿纵向分

布的微分方程，求解后得到相对滑移和截面曲率沿柱纵向的分布函数。根据考虑与不考虑滑移效应两种情

况下截面曲率的比例关系，得到 ISRC 柱的在考虑滑移效应时的刚度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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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研究内容 
 

3.1 滑移及曲率分布 

通过求解微分方程组，可以得到 ISRC 柱的滑移及曲率分布函数如下： 

 1 1 2
Ax Ax B

s c e c e
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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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sec sec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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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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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第1项为型钢和混凝土界面自由滑移时 ISRC柱的曲率分布；第2项为考虑栓钉的剪切刚度后对 ISRC

柱曲率的修正。不难发现，考虑栓钉剪切刚度后的曲率介于自由滑移曲率与平截面假定下的曲率之间。 

3.2 抗弯刚度折减系数 

刚度修正系数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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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由上式可知，刚度修正系数 只与 ISRC 柱的几何构造、材料特性和栓钉的剪切刚度有关，而与构件

所受水平力的大小无关。 

本文定义了 3 个抗弯刚度折减系数。 和 均代表嵌固端处的刚度折减系数，其中前者采用精确公式

计算，后者采用泰勒展开化简后的公式计算； 为刚度折减系数沿纵向的积分平均值，根据精确公式通过

数值积分得到。 和 的计算方法比较简单，但结果偏大； 的计算方法比较复杂，但结果比较准确。 

 

4 主要结论 
 

（1） ISRC柱的刚度折减系数沿纵向并不是一个常数，嵌固端处刚度折减系数 大，中点处 小； 

（2） 其它条件不变时，刚度折减系数随含钢率的增大而增大，随剪跨比的增大而减小； 

（3） 增加栓钉的数量可以减小 ISRC柱的刚度折减系数，但栓钉的边际效用随数量的增加而递减； 

（4） 通过试验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可以更加准确地计算弹性阶段考虑滑移效应时 ISRC柱的抗弯

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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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底盘多塔结构的楼层剪力内缩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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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目分析、咨询和设计工作  

邓飞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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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的应用 

肖从真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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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从真（1967-），博士，主要从事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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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来福士等 

  

 

摘  要：针对地震作用下某多塔结构工程实例中出现的楼层剪力“内缩”现象，利用 SATWE 软件构造简单算例进

行了分析和研究。通过对多塔模型进行时程分析和反应谱分析表明，总体剪力“内缩”现象是和结构特性

相关的客观存在，可以从时域上各塔振动的不同步和频域上各塔楼某些振型下存在相位差两方面进行解

释。对多塔楼计算中塔楼在大底盘区域的剪力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表明大底盘对塔楼的约束效应是导

致塔楼楼层剪力“内缩”的原因，按多塔模型和单塔模型计算结果的包络值进行设计，可以保证大底盘

多塔结构的安全，不必对多塔模型中塔楼楼层剪力进行附加放大。 

关键词：大底盘多塔结构；楼层剪力内缩；楼层剪力分配；楼层剪力调整；多塔结构设计 

 

1 引言 
 

多栋建筑通过底部几层体量较大的裙房连接形成的整体结构称为大底盘多塔结构，由于避免了设置双

柱等结构措施，建筑无需对结构缝进行处理，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建筑使用功能，近年来在城市商业综合

体及连片住宅开发项目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地震作用下多塔结构的塔楼部分振动相互独立，

下部通过裙房互相影响，动力特性比较复杂，导致地震作用下的裙房高度范围内的楼层剪力分布与单塔结

构存在较大差异， 出现了多塔结构特有的剪力“内缩”现象。“内缩”现象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总体

“剪力”内缩，即裙房顶层的楼层剪力小于上部塔楼楼层剪力之和，一是塔楼“剪力”内缩，即塔楼进入

裙房以后的楼层剪力小于上一层的楼层剪力。本文通过构造简单算例对剪力“内缩”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

究，解释多塔结构出现两种剪力“内缩”现象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并提出了相应的设计建议，为工程设计

提供参考。 

 

2 算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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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ATWE 软件建立一个多塔框架结构模型，结构的平面图和立面图如图 1、图 2 所示。其中塔 1

为 24 层，塔 2 为 10 层，1~4 层为裙房，结构的层高为 3.6m，两个方向的跨度均为 8m，构件截面尺寸见

表 1。设计地震强度为 8 度（0.2g），设计地震分组第 1 组，Ⅲ类场地。 

对本算例中存在双塔的 5~10 层，分别对塔 1 和塔 2 进行 CQC 内力组合，得到振型组合后的层剪力，

再将两个塔楼的层剪力直接相加定义为“总剪力”。在 11~24 层以及 1~4 层，由于不存在多塔，楼层总剪力

就是塔 1 和整体裙房的层剪力；在 5~10 层，楼层总剪力为塔 1、塔 2 层剪力的代数和。算例中裙房顶层的

总剪力小于塔楼底层的总剪力，即出现了总体剪力“内缩”。根据塔楼区域的楼层剪力统计结果，塔 1、

塔 2 第 4 层的楼层剪力均小于其第 5 层的楼层剪力，即出现了塔楼剪力“内缩”。 

a 1~4 层 b 5~10 层 c 11~24 层 

图 2 结构平面图 
图 3 结构剖面图 

 

3 总体剪力“内缩”分析 
 

当结构的高度较高或动力特性较复杂时（如存在多塔、裙房、大底盘等），高阶振型对楼层剪力的贡

献较大，因此拟静力的底部剪力法的思路将楼层剪力直接相加并不适用。而采用振型组合得到的塔楼楼层

剪力是统计意义上楼层反应的 大值，也不能直接进行加法运算。对于经过振型组合之后的塔楼楼层剪力

在进入裙房出现“内缩”，可从时域上各塔振动的不同步和频域上各塔楼某些振型下存在相位差两方面进

行解释。分析表明，是否出现该现象由多塔结构自身的动力特性和地震波的频谱特性决定。 

 

4 塔楼剪力“内缩”分析 
 

在大底盘多塔结构中，由于大底盘与单塔楼的抗侧刚度差异明显，塔楼上部传来的楼层剪力会通过楼

板在裙房和塔楼区域之间对楼层剪力进行重分配。反应谱分析地震作用时，大底盘区域各部分之间的楼层

剪力分配随上部塔楼振型变化。当两塔振动方向相同时，塔楼带着裙房整体变形，水平地震力从塔楼往裙

房传递；当两塔振动不一致时，由于底盘对塔楼的约束作用，主振型塔楼剪力出现反号。 

楼层剪力变化主要受裙房对塔楼的约束程度影响，且要求楼盖体系具有足够的刚度和承载力协调多个

塔的变形时；若塔楼与裙房之间的连接大幅削弱，则约束效应降低，各塔振动趋向于独立，塔楼的剪力分

布接近于单塔。通过多塔模型与单塔模型的包络设计，可以确保大底盘结构的安全，不必多塔模型中塔楼

的地震剪力进行单独的放大处理。 

 

5 结论 
 

针对大底盘多塔结构在地震作用下楼层剪力的“内缩”现象，通过构造简单算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 

(1) 多塔结构在裙楼顶层是否出现整体剪力内缩取决于结构本身的动力特性和地震波的频谱特性，出

现该现象的直接原因则是塔楼振动在时域和频域上的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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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塔楼在进入裙房时出现剪力内缩是由于大底盘的约束作用，导致塔楼竖向构件发生剪力突变甚至

是剪力反号，剪力的变化取决于大底盘对塔楼相对的约束刚度。 

(3) 塔楼和裙房之间主要通过楼盖体系传递地震剪力。为了考虑地震作用下楼板开裂刚度削弱的影响，

多塔结构宜按整体模型和各塔楼分开的模型分别计算并取内力包络值进行设计。 

采用包络设计可以保证多塔结构的安全性，因此不必再对多塔模型中塔楼的地震剪力进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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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力学性能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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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天津高银 117 项目中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为基础，通过有限元分析等技术手段，初步探讨

了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的力学性能，该剪力墙的受拉、受压承载力强轴抗弯承载力与内置钢板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比较接近，略有提升，延性和防倒塌能力有一定提高；该剪力墙的弱轴抗弯承载力、

抗扭承载力较与内置钢板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差异较大，有大幅度提升。 

关键词：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力学性能 

 

1 引言 
 

一种新型剪力墙技术在天津 117 项目设计中被提出，该技术被称为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技术，

综合考虑了力学性能、节点、制作、吊装、安装、焊接、浇筑等因素，有效解决了相应的工程难题，获得

了超限审查专家的高度认可，得到了实施。 

本文首先介绍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组成和相应的内嵌钢板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下简称钢板钢

筋混凝土剪力墙），然后利用有限元对两者在不同荷载状态下的性能进行分析， 后提出多腔钢管钢筋混

凝土剪力墙相对于钢板钢筋剪力墙的力学性能特点。 

 

2 结论 
 

本文通过对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有限元分析，初步得到了不同荷载工况作用下多腔钢管钢筋

混凝土剪力墙的承载能力和力学规律，有以下结论：  

1. 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较钢板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受拉、受压承载力承载力比较接近，多腔

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承载力略有提升，延性较好。 

2. 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较钢板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强轴受弯承载力比较接近，多腔钢管钢筋

混凝土剪力墙的承载力略有提升；弱轴受弯承载力差异较大，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承载

力提升较多，有利于防倒塌。 

3. 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较钢板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抗扭承载力有较大提高。 

本文所研讨的多腔钢管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由姚攀峰同志提出，并于 2010 年在天津 117 项目进行了工

程实践，该剪力墙有以下特征：1.剪力墙是钢-钢筋混凝土组合墙，外包钢板被内隔钢板分为多个钢管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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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腔体内部有纵向钢筋和箍筋，与混凝土构成钢筋混凝土填充物;3.墙内有横向加劲板，加劲板上开

有孔洞。具有上述特点的剪力墙具有承载力大、延性好、耗能好、易于施工、有效减少混凝土收缩和徐变

的优点。目前对该剪力墙的结构破坏等研究还远远不够，需要从各个角度进行更详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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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深入研究各种有限元网格自动划分方法，并根据筏板基础的特点，在无交互条件下，对考虑桩、柱、

承台、筏板等基础结构物所对应的点线约束条件进行二维平面区域网格剖分，生成以四边形为主含有少

量三角形（无异形）的非结构化网格。同时，该方法还支持对于几何约束附近区域进行自动的加密以提

高网格质量。新的网格划分方法解决了多年来 JCCAD 的难题，提高计算精度，避免筏板计算经常出现

的奇异单元及应力超大问题。 

关键词：有限元；网格划分；筏板基础；JCCAD 软件 

 

1 前言 
 

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对地下空间利用的要求日益提高，现在通常将各部分不同功能的建筑共

同建在一个大的空间底盘上，连接组合形式多样。对于大底盘高层建筑基础，一般由与复杂的上部结构相

连的筏板组成，这些复杂的上部结构使得对筏板基础的分析十分复杂。用有限元分析该基础时，必须先对

基础模型进行整体结构的离散化，即对其进行有限元网格划分。因为复杂的上部结构将筏板分割为错综复

杂而又互相关联的房间，使得对于一个实际工程问题网格划分的工作量十分庞大，靠人工处理和生成一般

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限元分析程序必须有前处理程序。前处理程序是根据用户提供的对计

算模型几何形状和对网格要求的简单数据，自动或半自动的生成有限元模型的数据文件，并显示有限元网

格图形供使用者检查和修改。前处理程序的好坏决定了程序使用的方便性和计算的精确性。因此研究有限

元网格自动生成方法，对于保证有限元程序处理筏板基础问题的高效率和计算的精确性，是非常重要的
[2]
。 

 

2 现有网格自动划分方法 

 

对于一个有限元网格划分算法，应满足以下的几个基本要求
[2]
： 

（1） 生成的网格能精确的表示物体的边界； 

（2） 网格生成过程中手工输入的信息尽可能少，算法应尽量减轻数据输入的负担； 

（3） 网格划分后生成的单元应该形状良好，尽量接近正则单元（正三角形、正方形）； 

（4） 能够划分任意的复杂形体，能控制网格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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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有限元网格自动划分的方法有很多，如映射法
[4]
 、栅格法

[4]
 、四叉树法

[4]
 、波前法

[3]
 Paving

方法
[3]
 、几何分解法等。 

 

3 筏板基础网格自动划分的实现方法 

 

深入研究以上几种有限元网格自动划分方法，根据筏板基础有限元网格划分的一些基本特点和难点，

提出以点、边、网格等划分已知要素为基础，通过自动布点、生成三角网、合并成四边元、优化调整等过

程自动形成单元信息，为后续有限元计算提供单元及坐标信息。 

3.1 布点算法 

 布点算法包括基本布点和自动加密布点两种算法。                         

3.2 Delaunay 三角网的 BW 生成算法 
 对于含有复杂约束的区域，难以通过几何运算预处理为简单的单连通域（纯四边形网格算法往往对此

有较高的要求），因此考虑采用理论上适应能力 强并且可以对网格质量有一定保证的 Delaunay 三角网生

成算法作为基本网格生成算法框架。                                                         

3.3 基于既有三角网的四边形网格合并算法 
3.4 基于既有网格的拉普拉斯优化算法 

 

4 工程应用实例 
 

本论文中的算法用 C 语言程序实现，并应用在新版

JCCAD 基础软件
[6]
中。经过大量的测试，证明这个算法不

但方便快捷，而且所生成的单元质量好。由于实现了自动

化，单元质量高，不需要进行人工的干预，只需设置单元

划分的控制项，相比原来的版本有质的提高。 

图 1 是实际工程有限元网格自动划分的图形。我们从

图中可以看到，所生成单元形状和质量都比较好。  

 

图 1  网格划分案例            

5 结论 
 

本文深入研究了各种有限元网格自动划分方法，并充分考虑到筏板基础有限元网格划分中的各个难点

提出新的网格划分方法。相对于传统的以四边形为主的网格生成算法，JCCAD 中所使用的算法对桩筏基

础的复杂多约束几何特点更有针对性，可以保证算法的稳定性，避免网格生成失败的情况（Delaunay 三角

网的强健性），理论上适用于任意复杂区域。所使用的基本布点算法又可以保证模型在较为规整的情况下

可以得到符合经验预期的规则网格。基于拉普拉斯优化的既有网格优化算法则改善了网格在几何条件简单

规则和复杂不规则区域之间的过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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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柱－核心筒－伸臂超高层建筑整体抗侧刚度的

高效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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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luxz@tsinghua.edu.cn 

陆新征（1978.12-）,教授, 博士,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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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 

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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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列平 

教授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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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超高层结构大都面临着严峻的地震威胁，保障超高层结构大震功能可恢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

需求。控制结构大震下的 大弹性层间侧移角是实现结构大震功能可恢复的重要基础。在设计初期，如

何根据结构 大层间侧移角限值高效地确定结构的大致整体抗侧刚度需求成为了大震功能可恢复超高层

结构设计的关键问题之一。参数简单且不依赖于设计细节的简化模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本文首先

提出了该类结构弯剪耦合模型的参数标定方法；建立了地震动强度指标与 大弹性层间侧移角的量化关

系，即宏观设计参数与结构 大弹性层间侧移角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巨柱－核心筒－伸臂超高层

建筑的整体抗侧刚度高效设计方法，并采用该方法完成了1栋525m巨柱－核心筒－伸臂超高层的整体抗

侧刚度设计，验证了该方法的可靠性和高效性，为大震功能可恢复巨柱－核心筒－伸臂超高层建筑的设

计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大震功能可恢复； 大弹性层间侧移角；整体抗侧刚度需求；宏观设计参数；弯剪耦合模型 

 

1 引言 

 

建筑结构抗震设防的首要目标是避免结构在大震下发生倒塌。对于超高层结构，由于经过了认真的抗

震设计和抗震审查，往往具有较高的抗倒塌能力。已有研究也均表明超高层结构具有较高的抗倒塌安全储

备。但是相比于一般结构，超高层在大震下即使不倒塌，其结构构件和非结构构件的损伤破坏将使建筑的

正常功能在震后难以快速恢复，这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因此，对于超高层建筑，有必

要提出更高的抗震目标（即大震功能可恢复）以及相应的抗震设计方法（即大震功能可恢复设计方法）。 

无论是常规的小震弹性设计方法还是大震功能可恢复设计方法，设计人员首先要保证结构在预期地震

下的变形不超过一个合理的范围。如何根据 大弹性层间侧移角限值确定结构的整体抗侧刚度，成为超高

层结构设计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2 主要研究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No. 2015BAK17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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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简单且不依赖于设计细节的简化模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Miranda 提出了一种形式简单且不

依赖于设计细节的弯剪耦合模型，该模型的关键参数（即宏观设计参数，包括基本周期 T1、弯剪刚度比0

和弯曲梁底部刚度EI0）决定了结构的宏观刚度。卢啸基于该模型提出了一种与结构 大层间侧移角（maxe）

相关性 好的新地震动强度指标S
_

a，该指标仅与结构的基本动力特性和设计反应谱相关。这表明结合S
_

a，

弯剪耦合模型可用于评估超高层结构的maxe。 

确定S
_

a 与maxe的量化关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采用弯剪耦合模型，考虑不同基本周期 T1、弯剪刚

度比0 和结构高度 H 对maxe 的影响，建立一系列的数值算例进行动力时程分析，通过回归分析获得S
_

a 与

maxe的量化关系，其本质上应为宏观设计参数与maxe的量化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整体抗侧刚度高效设计

方法。 

 

3 主要研究内容 
 

（1）研究地震动强度指标与 大弹性层间侧移角的量化关系。 

（2）提出适用于巨柱－核心筒－伸臂超高层建筑的整体抗侧刚度高效设计方法，用于高效确定结构

整体抗侧刚度的宏观设计参数。 

（3）实现 1 栋巨柱－核心筒－伸臂超高层结构的整体抗侧刚度设计，验证该设计方法的可靠性和高

效性。 

 

4 主要结论 

 

（1）本文提出了该类结构弯剪耦合模型的参数标定方法；建立了地震动强度指标与 大弹性层间侧

移角的量化关系，即宏观设计参数与结构 大弹性层间侧移角的关系。 

（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巨柱－核心筒－伸臂超高层建筑的整体抗侧刚度高效设计方法。 

（3）采用该方法完成了 1 栋 525m 巨柱－核心筒－伸臂超高层的整体抗侧刚度设计，整个设计流程耗

时约 10 分钟，验证了该方法的可靠性和高效性，为大震功能可恢复巨柱－核心筒－伸臂超高层建筑的设

计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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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824”地震动对中国超高层建筑 

破坏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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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庆乐 

博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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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6年8月24日，意大利当地时间凌晨3时36分，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区（北纬42.82度，东经13.15度）附

近发生6.4级地震。本文对意大利“824”地震中较强地震动记录—AMT台站记录和NRC台站记录进行了

频谱分析，并将这两条地震动记录输入中国的两栋典型超高层结构—上海中心大厦和中国尊大厦有限元

模型，进行了动力时程分析和损伤分析，发现在此地震下，上海中心大厦和中国尊大厦核心筒轻微损伤，

混凝土发生开裂，其余结构构件基本完好，部分非结构构件和物品设备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损伤。 

关键词：意大利“824”地震；上海中心大厦；中国尊大厦；非结构构件；损伤分析 

 

1 引言 

 

2016 年 8 月 24 日，意大利当地时间凌晨 3 时 36 分，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区附近（北纬 42.82 度，东

经 13.15 度）发生 6.4 级以上地震，意大利中部的列蒂省古城阿马特里切小镇几乎被夷为平地。根据我国

《国家防震减灾规划（2006—2020 年）》，“到 2010 年，大城市及城市群率先达到基本抗御 6.0 级地震的目

标要求”。《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防震减灾规划》进一步提出：“十三五”期间，应“确保北京地区一旦

发生 6-7 级地震，达到伤亡不大、城市不瘫、社会不乱、应对有力、安置有序的要求；发生 7 级以上地震，

基本实现首都核心功能不受太大影响的目标。”因此，在遭遇意大利“824”这样的 6.4 级地震时，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的重要高层建筑应确保结构安全，且功能不应受到太大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对意大利

“824”地震动对中国超高层建筑的破坏力进行了分析。 

 

2 主要研究方法 
 

对意大利“824”地震中记录到的两条较强地震动记录—AMT 台站记录和 NRC 台站记录进行频谱分

析，并将这两条地震动记录输入中国的两栋典型超高层结构—上海中心大厦和中国尊大厦有限元模型，进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5BAK14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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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力时程分析和结构构件损伤分析。依据时程分析结果，并根据美国新一代性能化设计指南《FEMA 

P-58-1》中的易损性数据库（Fragility Database），对上海中心大厦和中国尊大厦的非结构构件和物品设备

的损伤情况进行分析。 

 

3 主要研究内容 

 

（1）对意大利“824”地震中记录到的两条较强地震动记录—AMT 台站记录和 NRC 台站记录进行频

谱分析。 

（2）将这两条地震动记录输入中国的两栋典型超高层结构—上海中心大厦和中国尊大厦有限元模型，

进行动力时程分析和损伤分析。 

 

4 主要结论 
 

在 AMT 台站地震动记录和 NRC 台站地震动记录下，上海中心大厦和中国尊大厦核心筒混凝土发生轻

微开裂，其余结构构件基本完好，部分非结构构件和物品设备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损伤，影响建筑功能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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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比了在超高层结构分析中较常采用的CEB-FIP-90，CEB-FIP-2010以及GL2000收缩徐变理论在相同

假设条件下的结果，有助于工程师了解欧美混凝土收缩徐变理论的 新发展方向。相较于国内在工程中

采用较多的CEB-FIP-90理论模型，GL2000以及CEB-FIB-2010已经将混凝土徐变细分成基本徐变以及干燥

徐变。CEB-FIB-2010理论模型更进一步将混凝土收缩细化成基本收缩及干燥收缩。本文以南宁某带有外

伸桁架的巨框超高层地标塔楼为例，按不同混凝土收缩徐变理论进行非线性施工分析，对施工期间的竖

向构件的竖向补偿提出建议，并预测了施工完毕后若干年的核心筒和巨框的竖向变形以及内力随时间的

变化，以及与时间相关的楼板系统的倾斜变化趋势。 

   关键词：超高层结构；收缩；徐变；CEB-FIP-2010；GL2000；非线性施工分析        

 

1 引言   

 

国内设计团队的结构设计中目前较多采用 CEB-FIP-90 已经推出 20 多年，对高强度混凝土的收缩及徐

变预测已不能满足 新混凝土设计的要求。本文对当前欧美 新的混凝土收缩徐变模型 CEB-FIP-2010 和

GL2000 及 CEB-FIP-90 进行理论曲线对比分析。并以以南宁某超高层塔楼(528m)为例，介绍了如何将这三

个理论模型应用于超高层塔楼的时间相关的收缩徐变非线性施工分析，并对比预测了三个模型的竖向变形

分析结果及关键构件的内力重分布趋势。   

 

2 主要研究方法         
 

对 CEB-FIP-90, CEB-FIP-2010, GL2000 模型进行数值对比，并通过实际项目的有限元施工分析对比三

种模型下的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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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研究内容            

 

在不同混凝土等级，不同相对湿度的假定下，分别对 CEB-FIP-90, CEB-FIP-2010, GL2000 模型假定

下的时变弹性刚度，收缩应变，以及徐变系数进行理论曲线的数值对比，从而发现三种理论假定下，不同

收缩徐变的结果差异，并通过实际项目进行验证分析。 

 

4 主要结论  
 

1). CEB-FIP-2010 理论模型在 CEB-FIP-90 理论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相比较 FIP-90 模型，

CEB-FIP-2010 理论模型提高了高强度混凝土的干燥收缩应变的取值，又增加对基本收缩的考虑。FIP-2010

对徐变部分的预测，也如 GL2000 理论模型类似，将徐变细分成基本徐变和干燥徐变。FIP-2010 的这些新

的发展，与混凝土的收缩徐变的发生机理更接近，理论解释也更合理。 

2). CEB-FIP-2010 理论模型中的基本收缩在 500 天之前大致定型，基本徐变在 1000 天之前大致定型。

作为超高层结构而言，这意味着基本收缩和基本徐变的大部分在施工阶段或施工完成不久即基本完成，而

干燥收缩和干燥徐变会随时间增加而继续发展。 

3). CEB-FIP-2010 理论模型中基本收缩概念的提出、FIB-2010 及 GL2000 对基本徐变概念的提出，有

助于对钢管混凝土柱收缩徐变特性的理解。相对于过去“钢管混凝土柱内零收缩应变”的认识，FIP-2010

的理论认为钢管混凝土柱的收缩应变不仅不为零，还存在一定干燥收缩。具体的试验验证还需在今后的科

研中展开。 

4). GL2000 模型计算得到的混凝土的时变刚度与 CEB-FIP-2010 模型相比略低 10%~20%，二者的收

缩应变在低等级混凝土中的结果差别不大，但对高强度混凝土的收缩预测，FIP-2010 明显高于 GL2000 模

型。此外，FIP-2010 理论模型的徐变系数约为 GL2000 模型的 40%左右。  

5). 采用型钢混凝土巨柱前提下，应用 CEB-FIP-2010 模型与 GL2000 模型对南宁某超高层塔楼内由收

缩和徐变引起的长期变形进行了分析. 由于塔楼采用 4 道外伸桁架将巨柱和核心筒连接在一起，按 GL2000

计算的第 10000 天的变形差为 32mm，按 FIP-2010 计算的结果为 27mm, 两结果均在工程经验允许的 50mm

范围内。随着时间增长，核心筒的重力荷载会逐渐向外框转移, 按 GL2000 假设转移 7%、按 FIP-2010 转

移 6%。. 巨柱在长期收缩徐变影响下逐渐接收由核心筒传递来的重力荷载，在第 10000 天，型钢混凝土柱

内轴力增量，按 GL2000 计算为 10%，按 FIP-2010 计算为 8%。 

综上所述，CEB-FIP-2010 模型与 GL2000 模型为近年推出的预测混凝土结构收缩和徐变的理论模型，

后整体变形差结果相差约在 15%～20%，该差异在工程经验可接受范围之内。两者都适用于分析超高层

塔楼由收缩和徐变所引起的长期变形及预测塔楼在荷载长期效应作用下的内力重分布，对塔楼的结构设计、

施工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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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塑性铰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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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塑性铰区设计概念为高烈度区的高层剪力墙结构抗震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为了达到经济与安全

的平衡，需要确定多塑性铰区的合理布置。基于 Panagiotou 等的双塑性铰设计概念，分别对 6 种不同塑

性铰区数量和布置位置的模型进行非线性时程分析，对比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同模型的受力情况。结果表

明：塑性铰区数量超过三个时，结构的地震内力基本保持不变；当塑性铰区数量确定时，均匀布置使结

构受高阶振型影响 小；沿高度方向均匀布置三个塑性铰，会显著减小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内力，

提高结构抗震性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剪力墙结构；塑性铰；抗震设计；高阶振型效应；时程分析 

 

1 引言 
 

在水平地震作用下，通常剪力墙的底部截面弯矩和剪力 大，我国现行设计规范
[1,2]

、规程
[3]
将剪力墙

结构底部设置为潜在的塑性铰区（底部加强部位），塑性铰区以上结构按照弹性方法设计。 新研究
[6-11]

表明：在高烈度区，按照传统的反应谱法设计的只在底部设置塑性铰区的剪力墙结构会受到高阶振型的影

响，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其地震反应。Panagiotou[12]
等通过对结构进行数值分析，提出剪力墙结构双塑性铰

区设计概念，即在结构底部和 H/2 高度处分别设置塑性铰区，可以有效减小高阶振型的影响。基于

Panagiotou
[12]

等研究者的思路，确定高层剪力墙结构中塑性铰区的数量和布置位置尤为重要，合理地布置

塑性铰区不仅能减小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内力，还可以降低经济成本。 

 

2 分析模型和分析方法 

 

（1）地震波的选取，已有研究表明：当地震波的卓越周期处在 0 和结构第二自振周期之间时，可以

激起结构的高阶振型效应。因此从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PEER）NGA 数据库中选取近场强波 RIN228 和

远场强波 BOL090，其峰值谱加速度对应的周期均在 0 和 0.85s（小于模型第二自振周期）之间，故符合选

取要求。 

（2）模型的建立，在 PERFORM-3D 软件中建立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模型，并假定钢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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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筒承担所有的水平荷载，外围的柱子和核心筒共同承担竖向荷载。模型在底部固结，并采用刚性楼板

假设及楼层集中质量。 

（3）纤维截面模型，纤维截面模型可以准确地计算剪力墙中的弹塑性弯曲反应，因此在剪力墙结构

的抗震性能研究中广泛应用
[14,15]

。假定只允许剪力墙塑性铰区进入弹塑性阶段，其他部位都保持弹性状态。

从而使用弹性截面剪力墙单元模拟弹性段，非弹性纤维截面剪力墙单元模拟塑性铰区。纤维截面定义时采

用约束与非约束混凝土来模拟端部约束区和中间非约束区。 

（4）多塑性铰区布置，首先根据我国《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确定塑性铰区高度为H/10，

再根据塑性铰区数量和位置对于结构受力的不同影响，提出6种不同多塑性铰区布置形式。 

 

3 结果分析 
 

通过非线性时程分析法得到 20层和 40层模型分别在 BOL090 和 RIN228 地震波作用下的弯矩和剪力包

络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多塑性铰区对于结构在地震中受力的影响： 

（1）塑性铰区数量对于结构受力的影响。分别对包含 1、2、3、4 个塑性铰区的结构进行非线性时程

分析，得到其在 BOL090 和 RIN228 地震波作用下的弯矩和剪力包络图，通过对比不同塑性铰区数量结构

的受力情况，可以发现多塑性铰模型的受力远小于单塑性铰模型。所有的单塑性铰区模型因受到高阶振型

的影响，模型上部的弯矩远远大于底部弯矩，弯矩包络图的形状也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得到的剪力墙结构

弯矩包络图截然不同。多塑性铰区模型与单塑性铰区模型相比，在地震中通过多个塑性铰区的塑性变形，

减小了高阶振型的影响，有效地控制了模型上部的弯矩。不同数量多塑性铰区模型之间的弯矩图也有所不

同，三塑性铰区模型和四塑性铰区模型与双塑性铰区模型相比，在模型底部和 H/2 高度处所受弯矩相差不

大，但在其他部位因为有塑性铰区的耗能作用，弯矩显然比双塑性铰区模型更小。多塑性铰区对于结构剪

力也有一定的减小，尤其是上部结构。三塑性铰区模型和四塑性铰区模型所受弯矩和剪力相差不大。 

（2）塑性铰区位置对于结构受力的影响。为讨论塑性铰区位置对于结构受力的影响，分别对三种不

同布置形式的三塑性铰区模型进行非线性时程分析，得到其在 BOL090 和 RIN228 地震波作用下的弯矩和

剪力包络图。对比可以发现，当塑性铰区集中在某一区段时，该区段的受力会显著减小，但是对于远离该

区段的部位受力影响较小。而均匀布置的塑性铰可以有效均匀的控制结构的受力，不会出现局部受力过大

的现象。三种不同布置形式模型的剪力包络图虽然差距不大，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三塑性铰均匀布置的模型

较其余两种模型受力更加合理。因此，塑性铰区数目相同时，塑性铰区不同布置位置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不合理的布置不但会使结构在地震中存在安全隐患，还会增加经济成本。 

 

4 结论 

 

（1）多塑性铰区对于剪力墙结构高阶振型效应的减小程度是有限的，当塑性铰区数量大于三个时，

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基本不变，即三个塑性铰区可 大幅度地减小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高阶

振型效应。  

（2）当塑性铰区数量一定时，不同的布置位置对模型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内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沿

高度方向均匀布置的塑性铰区可以有效减小结构的地震内力。 

（3）高烈度区剪力墙结构塑性铰区的合理布置是沿高度方向均匀布置三个塑性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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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PM 结构设计软件的若干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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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PKPM结构设计软件的新进展，涵盖基于BIM理念的全新架构、包络设计、基于性能目标的二道防线

设计新方法、隔震减振设计、复杂剪力墙截面设计、后处理平台、结构方案辅助设计、弹塑性分析共八

方面内容。 

关键词：包络设计；二道防线；隔震减振；剪力墙截面设计；结构方案辅助设计 

 

1 引言 

 

随着建筑结构领域的快速发展，结构设计对 CAD 软件的需求也日益深入。为适应这种趋势，PKPM 投

入了很大力量研发并推出了 V3 系列结构软件新版本。 

V3 系列结构软件新版本，采用了基于 BIM 理念的全新架构，对底层数据和功能模块进行了全面梳理、

整合；基于 Ribbon 界面，重新设计了各模块的工作流程；以此为基础推出了三个面向普通以及复杂建筑的

集成设计系统 ES1，ES2 和 ES3。致力于改善操作体验，解决用户需求 迫切的问题，同时致力于专业深化

和创新，是 V3 系列版本的主要特点。本文择要介绍 V3 系列结构软件的若干新进展。 

 

2 基于 BIM 理念的全新架构 

 

建立了结构设计系统核心数据库 PDB，用于管理用户模型、设计模型、分析模型和施工图模型以及分

析和设计模型上的计算结果。PDB 可理解为建筑信息模型（BIM）的结构子部，直接解决结构数据的统一

描述、统一管理问题，同时解决众多结构模块之间的高耦合问题。 

PDB 的引入，将 PKPM 结构软件系统导向平台化。除了现有模块和新研发的专业模块与 PDB 建立直

接的数据交换，我们还特别推出了基于 PDB 的公共前、后处理系统。任何与 PDB 接口的第三方软件，原

则上都可以与 PDB 上的已有资源形成具有互补特征的配合应用，这一点大概是有吸引力的。目前 ETABS、

STRAT 软件正在或已完成与 PDB 的对接。 

 

3 包络设计与工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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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结构设计通常采用唯一确定的模型进行分析计算和配筋设计，但随着工程复杂程度增加或基于概

念设计或性能化设计需求，很多情况下不能仅通过一个模型涵盖计算或设计需求，往往需要通过多个计算

模型采用指定的规则确定每个构件可能存在的 不利结果形成 终的包络设计结果。多软件包络则是另一

类常见的包络设计需求，当一种软件的结果不能涵盖计算或设计需求时，可能需要其他软件的结果进行补

充。 

基于 PDB 架构，PKPM V3.1 系列版本针对“包络设计”和“工程对比”的需求提供了全流程的完整

解决方案，将设计人员从繁琐的软件操作、数据整理等简单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可极大减少设计人员

的工作量、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 

 

4 基于性能目标的二道防线设计新方法          
 

对框架柱数量沿竖向变化复杂的结构，提出了一种基于性能设计理念的二道防线调整新方法，该方法

的基本思路是：1）首先对结构作推覆分析(Pushover)，得到结构在指定性能水准下的弹塑性刚度退化状态，

基于该状态提取框架和剪力墙的刚度退化系数。2）在弹性设计程序 SATWE 中，引入框架和剪力墙刚度退

化系数，形成刚度退化模型。3）将相同的规定水平力分别作用于原始弹性模型和刚度退化模型，比较两

个模型的框架柱计算剪力，获得二道防线框架剪力调整系数。 

该方法的好处：1）可以对复杂结构的内力重分布进行合理模拟，同时适用于规则结构。2）调整幅度

的大小取决于对剪力墙性能目标的预期，设计师可干预。3）调整系数在结构中的分布可完全满足力学的

平衡和协调关系，精细合理。 

 

5 隔震减振设计 

 

随着建筑抗震设防标准及人们对抗震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隔震和消能减振结构的应用将日益增多。

为了配合国家推广隔震与消能减振结构应用的相关政策，PKPM V3 系列软件对已有的隔震和消能减振结

构相关功能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本节简单介绍相关功能的特点。 

V3.1 版本的 SATWE、PMSAP 的隔震分析功能具有如下特点： 

1）建模方便。 

2）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定型隔震支座数据库。 

3）提供完善的多模型设计功能。 

4）SATWE、PMSAP 提供了比较完善的隔震支座和隔震层验算功能。 

V3.1 版本的 SATWE、PMSAP 的消能减振结构设计的功能具有如下特点： 

1）采用参数化建模的方式输入消能减振装置。 

2）程序直接计算出消能器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 

 

6 复杂剪力墙截面设计 

 

对复杂剪力墙体系进行截面设计，目前的办法是将其分拆成多个一字形墙肢或端柱分别配筋，这种办

法不能考虑相关联墙肢的共同作用。合理的设计思路是把相关联的一定范围内的所有墙肢和端柱作为一个

整体去考虑，然而，对于这样一个由多墙肢及端柱构成的整体复杂截面，平截面假定一般不能成立。为此，

作者提出了一个能够考虑截面翘曲的算法即广义翘曲方法。 

基于广义翘曲方法研发的 GSEC 软件，是 PKPM 新推出的一款面向复杂截面的实用工具，可以针对任

意截面钢筋混凝土构件、型钢混凝土构件进行承载力分析及配筋设计。该软件不但能够进行平截面假定下

的截面分析，还能够考虑翘曲变形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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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新的后处理平台 

 

PKPM 软件传统的后处理结果表达方式多年来已深入人心，某种程度已成为业界不成文的标准。但随

着软件的不断进步、工程复杂程度的提高以及用户需求的增加，传统的表达方式已不足以充分展示日益丰

富的结果数据以及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为此，PKPM V3.1 版进行了变革，重新架构崭新的后处理程序，

打造了基于 PDB 数据的统一后处理平台，原则上，任何结构软件都可以通过 PDB 接口接力到这个后处理

平台，目前，除支持 PKPM 计算模块 SATWE 和 PMSAP 外，ETABS 等软件也正在进行相应的接口开发。 

 

8 结构方案辅助设计 
 

结构方案辅助设计模块是 PKPM V3.1 版推出的全新模块，用以辅助设计人员进行方案设计和调整，

其独立于 SATWE、PMSAP 等计算模块，可单独运行。 

该模块着眼于结构方案设计中的重点构件，计划提供一系列针对性的功能，目前已经实现的首个功能

为调平法模块，用于竖向构件（柱、墙）的截面设计，后续还将不断开发新的功能。 

调平法模块借鉴傅学怡在第十七届全国工程建设计算机应用大会上提出的“调平法”的设计思想，旨

在帮助设计人员在建筑结构的方案设计阶段，对竖向构件（柱、墙）的截面尺寸进行优化。 

 

9 弹塑性分析 
 

PKPM 建筑结构弹塑性分析产品包括静力非线性分析软件 PUSH、隐式动力弹塑性分析软件 EPDA 以

及显式动力分析软件 SAUSAGE 三款产品，产品线完整，能够满足建筑结构弹塑性分析的各种需要，在专

业性和产品质量上经受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考验和验证。PKPM V3.1 版弹塑性产品采用了新的 RIBBON 操

作界面和三维图形前后处理技术，交互操作更加灵活方便，同时，计算内核也增加了一些实用功能，更加

符合用户操作习惯和需求。 

 

10 结束语 
 

开放协作，致力于改善用户体验、致力于专业深化和创新、致力于解决用户需求 迫切的问题，保证

结构软件的持续快速进步，是 V3 系列的主导思想，也是今后 PKPM 结构软件发展的主导思想。展望未来，

除了目前主流的基于线弹性分析的设计方向会继续强化，我们将致力于前处理、后处理、结构方案辅助设

计以及性能设计、非线性分析方向。概言之，一个方向将走向自动化、机械化，以直接提高设计人员生产

效率为目的；另一个方向则将走向灵活、深入，为高端设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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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减震结构是指在结构中设置阻尼器，通过阻尼器耗散地震能量，保证建筑结构满足预定的抗震性能目标。

按照规范要求，对于减震结构采用等效线性方法进行计算时，阻尼器可以提供给主体结构附加刚度和附

加阻尼比。对于减震结构，规范还要求进行大震下的弹塑性分析。SAUSAGE 软件可以准确模拟各种类型

的阻尼器，并根据结构能量变化曲线准确计算阻尼器附加给结构的阻尼比，用于结构弹性分析和设计。

同时软件也可以对减震结构进行大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分析，准确计算结构和阻尼器在大震作用下的响应。 

关键词：AUSAGE；弹塑性分析；减震结构 

 

1 概述  
 

SAUSAGE 软件是由广州建研数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高性能动力弹塑性分析软件，目前已经

广泛应用于复杂结构的超限分析。对于减震结构，SAUSAGE 软件可以根据地震加载过程中的能量变化曲线，

准确计算阻尼器附加给结构的等效阻尼比。同时，软件也可以考虑阻尼器的滞回耗能特性，对减震结构进

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弹塑性分析。 

 

2 人字支撑剪切型阻尼器 
 

某框架结构地上 5 层，结构高度为 16.5m，设防烈度为 8 度（0.3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场地

类别为 III 类。在 1F~4F 每层端部和转角位置设置 5 个阻尼器，顶层设置两个阻尼器。小震下位移型阻尼

器主要为结构提供刚度，仅少数阻尼器屈服耗能，阻尼器耗能附加给结构的阻尼比仅为 0.3%。罕遇地震作

用下未设置阻尼器时，结构底部部分框架柱出现重度甚至严重破坏。设置阻尼器以后，结构损伤明显减轻，

底部框架柱仅出现中度破坏。在 RH4TG045，Umbira 以及 Northridge 三条地震动作用下，考虑阻尼器设置

与否，X 向层间位移角分别减小了 46.3%、26.5%、33.2%，Y 向层间位移角分别减小了 41.6%、38.1%、34.6%。

可见设置阻尼器有效减小了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的位移响应。罕遇地震作用下阻尼器耗能产生的附加阻尼

比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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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墙式剪切型阻尼器 
 

某结构地上 25 层，结构高度为 94.82m，结构体系为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设防烈度为 7 度（0.10g），

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场地类别为 IV 类。在 6F~19 层外围框架位置每层设置 8 个剪切型阻尼器。为了

验证 SAUSAGE 计算结果的正确性，采用国际上权威的非线性分析软件 ABAQUS 进行了对比。前 10 阶振

型的周期对比误差均控制在 1%以内。X 向和 Y 向的楼层剪力均比较接近。剪力墙混凝土受压损伤如图 11

所示，两个软件损伤位置和趋势基本一致。大震作用下阻尼器已经屈服耗能，其附加给结构的阻尼比仅为

0.8%，阻尼器耗能效果并不明显。对于该类结构，在框架或剪力墙内设置黏滞阻尼器一般可以起到比较好

的效果。 

 

4 连梁剪切型阻尼器 
 

某剪力墙结构地上 29 层，建筑高度 81.2m，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0.3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

场地类别为 III 类。在 X 向和 Y 向共布置连梁阻尼器 121 个。结构中未设置阻尼器的连梁已经出现了比较

严重的损坏，而中间设置了阻尼器的连梁，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仍能保持弹性，这部分连梁主要通过阻尼器

进行耗能。在结构中设置连梁剪切型阻尼器时，应通过一定处理方法将连梁与楼板断开。否则由于楼板的

水平传力作用，可能导致连梁先于阻尼器破坏，影响阻尼器的耗能效果。 

 

5 防屈曲支撑 
 

某框筒结构为 53 层，结构高度为 214.3 米，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设计基本

地震加速度为 0.15g，III 类场地。在结构短轴方向设置了四道人字形斜撑，在关键部位设置防屈曲支撑，

在小震作用下可以为结构提供刚度，设置斜撑和防屈曲支撑后，结构周期减小了 20%左右。 

大震作用下核心筒剪力墙基本处于无损伤和轻微损伤状态，连梁损伤比较明显，起到较好的耗能效果。

进入屈服状态的支撑主要出现在 1~15 层以及上部 36~38 层，与屈曲约束支撑分布较为一致，表明支撑体

系布置比较合理。 

 

6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 SAUSAGE 软件在减震结构分析和设计中的应用。程序可以根据地震加载过程中的能

量变化曲线计算阻尼器附加给结构的阻尼比，采用该种方法计算附加阻尼比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规范公式中

参数取值方法不明确导致的工程计算偏差。本文中介绍的几种阻尼器均为位移型阻尼器，小震作用下大部

分阻尼器处于弹性工作状态，因而提供给结构的附加阻尼比很小，阻尼器主要为结构提供刚度。在罕遇地

震作用下，阻尼器进入屈服耗能状态，可以有效减小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保护主体结构的安全。此

外，本文还针对一个减震结构，采用 SAUSAGE 软件与 ABAQUS 软件进行了对比，其弹塑性分析结果与

ABAQUS 结果基本一致，表明 SAUSAGE 软件分析比较准确，可以广泛应用于减震结构的分析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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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3D组件属性文件解读方法 

及快速建模辅助程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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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ERFORM-3D软件在超限高层结构设计分析与校核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与认可，但其繁琐的组件属性定

义操作及未公开数据格式的属性文件，对工程师应用该软件或对其进行二次开发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

将介绍如何解读组件属性文件的格式以对PERFORM-3D进行二次开发或批处理操作。编制了相关的快速

建模辅助程序，并结合实际超限项目的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介绍该辅助程序的应用和对工作效率的提

高。 

关键词：PERFORM-3D；数据格式；二次开发；快速建模辅助程序；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1 引言 

 

PERFORM-3D 作为优秀的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软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结构工程师应用来分析超限高层

结构，并逐渐被超限专家所认可。但其构件的非线性属性的定义却是非常复杂和繁琐的，使很多工程师望

而却步。 

为了提高建模的效率和准确性，我们借助 Visual Basic 程序，采用试读的方法，得到了我们所需要

的组件属性的数据文件格式。基于此，编制了 Perform-3D 快速建模辅助程序，可输入截面配筋信息或读

取 AUTOCAD 施工图中的配筋信息，转换成 Perform-3D 可批量导入的组件属性数据文件格式，并且可根据

标准层、轴线号等信息对模型进行构件分组，方便快捷的将组件属性赋值到 Perform-3D 几何模型中。 

结合该辅助程序对某超限项目进行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取得不错的效果，相对于以往的手动建模方

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模型配筋信息的准确性。 

 

2 PERFORM-3D 组件属性文件解读方法 
 

2.1 二进制文件介绍及 VB 操作相关方法、函数 

VB 中二进制文件操作主要应用的方法和函数有：Open，Close，Get，Put 等。 

2.2 弹性梁截面的数据文件解读方法 

通过对比多个弹性梁截面数据文件发现，每个数据文件的开头都是“PF3CMP..”，即文件的后 ，之后

是文件导出界面我们输入的对文件的描述，即 description for the file。到此为止，我们称之为文件头，对比

发现，几乎对每一个构件的数据文件都是此格式，共 68 个字符。在 VB 定义为一个 type。接下来是 4 个固

定字符串，对于弹性梁截面，均为“02 00 03 00”，对于其他的构件属性，可能是别的字符串。固定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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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便是前面定义的梁截面名称，40 个字符。至此为止，后面的字符变得没有规律可言，也不容易通过二

进制数据查看软件看出每个字符的含义。 

通过“试读法”对照 Perform-3D 界面中定义的数值，慢慢破译。由于不清楚 Perform 采用何种数据类

型，因此尝试定义四种基本数据类型：single 单精度，integer 整型，string 字符型，byte 字节型。 

针对“AAAAAAAAAAAA.PF3CMP”的二进制数据文件，逐字节读取，并查看四种数据类型是否有与

Perform 界面中的数据一致的数值。在 VB 中，采用逐行调试模式，并显示本地窗口查看变量是否有自己

需要的数值。采用上述方法，将数据文件解读完毕后，将弹性梁截面的相关属性也定义为一个 Type。从以

上解读可知，弹性梁截面文件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 68 个字节的文件头，第二部分为 N 个 4 字

节的弹性梁截面属性定义模块，第三部分为 2 个字节的文件尾。 

通过对弹性梁截面数据文件的解读，可以采取此方法对纤维梁截面，纤维柱截面，纤维墙截面以及各

自的组件等等进行破译，从而方便根据施工图的配筋信息文件批量转换成 Perform-3D 数据格式的非线性属

性文件。 

 

3 PERFORM-3D 快速建模辅助程序介绍 
 

通过试读法，得到组件属性的文件格式后，编写了 PERFORM-3D 快速建模辅助程序，此程序有以下几

个特点： 

1） 输入信息相对准确，配筋及截面可完全按施工图来填写。 

2） 可多人分开输入， 后合并，提高工作效率。易学上手快。 

3） 便于对照施工图检查构件信息。 

4） 计算分析发现薄弱部位后，方便对局部构件截面及配筋进行修改，再进行分析验算。 

 

4 工程实例 

 

某办公楼项目，地上45层（结构层46层），地下3层，结构型式为框架-核心筒结构，地上部分互为镜

像关系，主体结构45层178.85米。本工程嵌固端取在地下一层顶，1层层高分别为6.0米，2~4层层高4.8米，

标准层层高为3.85米，其中15层、30层为避难层，层高为4.2米。标准层平面尺寸为52m×34.2m。经SATWE

分析第一周期T1=5.139s，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条文说明应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 

空间几何模型，借助YJK软件及 SAP2000 软件，并进行删除不影响大震计算结果的次梁等适当简化后，

导入到 Perform-3D。组件属性数据由第二节的建模辅助程序输入。 

 

5 结语 

 

1）鉴于Perform-3D组件属性输入困难且数据格式未公开，借助Visual Basic程序，采用试读的方法，得

到了我们所需要的组件属性的数据文件格式。 

2）编制了Perform-3D快速建模辅助程序，提高Perform-3D建模过程中配筋信息的输入效率。 

3）将 Perform-3D 快速建模辅助程序应用于实际项目，大大的提高的建模的速度和准确性，并实现了

真正的按照实配钢筋进行弹塑性时程分析，拓展了弹塑性时程分析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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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建筑结构细分网格非线性动力时程分析，探讨了基于混凝土损伤和钢筋（钢材）塑性应变层面

的梁、柱、斜撑、剪力墙、楼板的抗震性能精细化评价方法；通过在 SAUSAGE 软件中的实现及工程实

例验证，证明了该评价方法的工程适用性。 

关键词：性能化设计；构件性能评价；弹塑性时程分析；SAUSAGE 软件 

 

1 引言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3—2010)（以下简称“高规”）中对结构抗震性能的评价可以

分为二个层面，一是从整体上对结构性能进行评价，二是从构件层面对其进行评价。整体性能评价指标基

本完备，包括位移指标、倒塌判断、薄弱环节、框架分担地震剪力比例等。但在构件层面上对性能状态的

评价指标规定得不够详细，无法据此对构件的破坏程度进行清晰的描述。 

目前构件性能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基于构件塑性铰模型的截面塑性变形的评价方法，二是基于

材料本构模型的塑性应变和损伤的评价方法。塑性铰模型是一种宏观的模型，主要是从构件层面描述，以

力-变形的关系方式给出构件的性能状态。由于不同的截面形式、杆件长度、配筋率、受力形式、轴压比的

构件破坏模式各不相同，要想定义出接近具体构件的破坏模式的塑性铰属性，难度极大。材料本构模型是

一种相对精细的模型，主要从截面积分点层面进行描述，以应力应变的方式给出构件的性能状态。目前，

主流的弹塑性分析软件ABAQUS、SAUSAGE均采用该模型，可以通过给出截面积分点的微观层面的塑性

变形和损伤因子来评估梁、柱、斜撑、剪力墙、楼板的损伤破坏。但是仅仅给出单元积分点的塑性变形和

损伤因子，对于结构工程师来说，尚不够直观，且缺乏明确的性能评价标准。 

本文根据“高规”中构件损坏程度将构件损坏状态分为：无损坏、轻微损坏、轻度损坏、中度损坏、

重度损坏、严重损坏，给出了基于混凝土损伤和钢筋（钢材）塑性应变的梁、柱、斜撑、剪力墙、楼板等

构件的精细化抗震性能评价方法，并在SAUSAGE软件中予以了实现，为结构工程师了解结构的抗震性能

提供了更加准确和直观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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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柱、斜撑抗震性能精细化评价方法 

 

钢筋（钢材）的性能评价标准参考了《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技术在建筑结构抗震设计中的应用》，通

过对大量工程案例弹塑性时程分析结果的对比分析，SAUSAGE软件总结出了混凝土性能评价标准，同时

考虑了混凝土的受拉开裂。 

SAUSAGE 后处理程序中梁单元性能评价流程是：遍历梁单元各个钢筋纤维积分点，取钢筋塑性应变

大值，按照钢筋（钢材）性能评价标准评价性能等级；遍历各个型钢纤维积分点，取钢材塑性应变 大

值，按照钢筋（钢材）性能评价标准评价性能等级；遍历各个混凝土纤维积分点，取受拉损伤、受压损伤

取 大值，按照混凝土材料性能评价标准评价性能等级；当三者结果不一致时，为安全起见，取较不利结

果作为梁单元的性能水平。梁、柱、斜撑构件由若干个梁单元构成，由于梁、柱、斜撑为一维构件，构件

长度方向的任何一处损坏都会导致整个构件失效，因此，梁、柱、斜撑构件性能水平取单元性能水平 大

值。 

 

3 剪力墙、楼板抗震性能精细化评价方法 
 

SAUSAGE 中壳单元和梁单元采用相同的混凝土、钢筋（钢材）性能评价标准。后处理程序中壳单元

性能评价流程与梁单元类似，不同的是梁单元遍历截面纤维，壳单元遍历截面分层。剪力墙、楼板构件性

能等级取单元性能等级按面积加权平均后的性能等级，同时考虑损伤发展的宽度。 

 

4 工程实例 
 
某高层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对结构施加平面双向地震波激励。提取 SAUSAGE 及 ABAQUS

大震弹塑性时程反应结果进行对比，可见，两款软件楼层 大层间位移角曲线、 大层间剪力曲线、损伤

位置及损伤程度总体一致，吻合较好。由剪力墙、楼板损伤图及性能水平图可见，基于混凝土损伤及钢筋

（钢材）塑性应变的构件性能评价结果直观、准确。 

 

5 结语 
  

本文基于混凝土损伤和钢筋（钢材）塑性应变，提出了梁、柱、斜撑、剪力墙、楼板的抗震性能精细

化评价方法，得出了如下结论： 

（1） SAUSAGE 软件和 ABAQUS 的弹塑性时程分析结果结构整体指标和单元损伤状态高度一致，说明

了 SAUSAGE 软件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2） SAUSAGE 和 ABAQUS 可以从材料层面给出单元截面积分点的塑性变形和损伤因子，进而评价构

件性能、判断结构薄弱部位。 

（3） SAUSAGE 软件进一步开发了基于混凝土损伤和钢筋（钢材）塑性应变的梁、柱、斜撑、剪力墙、

楼板的构件性能精细化评价方法，结果直观、准确，为基于性能的评价方法和抗震设计提出了针

对性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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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某大厦实际工程为背景，对其开展弹塑性时程分析，探究该结构体系在罕遇地震下的抗震性能。用 DIANA

程序建立结构简化模型，选择结构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和单元类型，对原型结构在罕遇地震下的层间

位移角和底部剪力进行分析， 后对结构进行整体评价。 

关键词：超高层；罕遇地震；弹塑性时程分析；层间位移角 

 

1 工程概况 
 

无锡云蝠大厦位于无锡市核心商业圈崇安寺二期地块，系一栋包括零售商业、休闲娱乐、餐饮、会所、

办公、公寓式酒店、地下车库及人防等功能的大型综合楼，该工程已超过规范的适用条件，所以对结构作

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时程分析，以检验结构的抗震性能。本文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时程分析通用线性与

非线性有限元程序 DIANA。 

 

2 单元模型及计算参数选取 
 

2.1 单元模型 

在框架核心筒结构的弹塑性时程分析中，采用了 2 种非线性宏观单元：一种是梁柱单元，一种是剪力

墙单元及剪力墙的钢筋单元。       

2.2 采用的材料本构关系 

混凝土材料本构模型包含混凝土裂缝材料模型(分散型裂缝模型、离散型裂缝模型)及混凝土加载—卸

载—再加载本构模型；型钢及钢筋的加载—卸载—再加载本构模型采用强化模型，且型钢屈服遵守

von-Mises 准则及相关的流动法则。              

2.3 钢筋混凝土梁、型钢梁、型钢混凝土柱及剪力墙的非线性分析模拟 

采用梁单元，考虑钢筋、混凝土及型钢的非线性材料本构模型，进行钢筋混凝土梁、型钢梁、型钢混

凝土柱的非线性模拟，所得到荷载—位移关系曲线，可知非线性梁单元可以较好地模拟反复荷载作用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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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非线性特性。     

2.4 结构阻尼比确定 

本工程非线性动力分析采用粘滞 Rayleigh 阻尼，阻尼矩阵
[5]
如下： 

bKaMC                                      (1) 

 

3 弹塑性时程分析 
 

3.1 三维模型的建立 

    为了使原型结构进行弹塑性时程分析成为可能，本文对分析模型进行了简化。 

3.2 输入地震波 

原型建筑所在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 (第 1 组)，场地类别为Ⅲ类，特征周期为 0.50s，结构阻尼

比为 0.04。计算分析时共采用了 7组地震波（均来自国家地震局）。                           

3.3 模型整体位移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的整体侧移曲线在各工况下表现出了相同的规律，是一个以弯剪变形为主的位

移变形形态。 

3.4 模型底部剪力 

本结构属于超限超高层建筑结构，结构底层剪力时程体现了一定的滞后性。这种现象与文献中的结果

相似，说明对于这种超高层、长周期建筑而言这种滞后现象的存在是合理的，应当在分析计算过程中引起

注意。    

3.5 模型层间位移角 

在 6 度罕遇地震作用下，模型的层间位移角整体变化不大，X 向 大层间位移角多发生在构架顶部，Y

向则多发生在结构立面收进处，说明这两处为结构的薄弱部位，在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加强。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无锡云蝠大厦这一典型的框架—核心筒结构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时程分析，分析

得到模型在多种罕遇地震工况作用下结构的X向的 大层间位移角为1/145、Y向 大层间位移角为1/391，

小于规范限值；该结构属于超限高层建筑结构，结构底层剪力时程体现了一定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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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复杂结构 ETABS 模型到 PMSAP 模型转换问题进行研究。针对此问题，本文采用拆分模型，分部

转换的办法。将复杂结构 ETABS 模型拆分为规则结构部分和复杂空间结构部分。对于规则结构部分，

可用 YJK 软件直接将 ETABS 模型转换为 PMSAP 模型；对于复杂空间结构部分，比如桁架结构、空间

网壳结构等，先将 ETABS 模型转换为 AutoCAD 格式的三维线框模型。然后再在 SPASCAD 程序中将复

杂空间结构的三维线框模型插入到规则结构 PMSAP 模型中，并补充复杂空间结构部分的截面和荷载信

息， 后得到完整的 PMSAP 模型。通过工程实例验证了该模型转换办法的可行性与正确性。 

关键词：复杂结构；模型转换；ETABS；PMSAP 

 

1 工程概况 
 

某演艺中心，包括 1600 座的歌剧院、1000 座的音

乐厅和 400 座的多功能剧场，建筑平面东西长约 140

米，南北宽约 70 米，地上高度约 55 米，地下 4 层（局

部 5 层）。总建筑面积约 8 万平方米。由于场地条件限

制，三个演出剧场沿竖向分布（音乐厅和多功能剧场

位于歌剧院和大堂的上层）。建筑效果如图 1 所示。 

建筑的主体结构采用由钢筋混凝土筒体巨柱和钢

桁架组成的“桁架—剪力墙”混合结构。沿场地的南

北边界布置了 6 个钢筋混凝土筒体巨柱，在 31m 标高

处设置大跨度钢桁架将筒体巨柱连为一体。桁架支承

音乐厅、多功能厅以及外壳钢结构，同时协调筒体巨柱

之间的受力和变形。建筑外立面采用椭球形单层网壳，并设有多个较大面积的预应力拉索索幕墙。 

  

2 模型转换 
 

本项目计算模型复杂，采用 ETABS 和 PMSAP 两种程序进行计算校核。需要找到一种实用方法，将

ETABS 模型转换为 PMSAP 模型。 

图 1 建筑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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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拆分模型、分部转换的方法。将 ETABS 完整模型拆分成两个局部模型：模型 1，即规则结构

部分，包括钢筋混凝土筒体巨柱和框架结构；模型 2，即复杂结构部分，包括钢桁架、支承于桁架层的独

立多功能厅和音乐厅、球型网壳钢结构等。 

模型 1（规则结构部分）可通过 YJK 准确地转换成 PKPM 模型，模型的空间关系、构件截面、材料参

数和荷载取值均与 ETABS 模型保持一致。 

模型 2（复杂结构部分）需要先转换为 AutoCAD 格式的三维线框模型，再通过空间结构建模软件

SPASCAD 将三维线框模型插入模型 1 部分的 PKPM 模型，整合两部分模型，得到完整的 PMSAP 几何模

型。 后需要在 SPASCAD 程序中按实际设计输入截面及荷载信息，得到完整 PMSAP 结构模型。 

 

3 主要结论 
 

本文针对复杂结构计算模型从 ETABS 程序到 PMSAP 程序转换的方法进行了探索。对于复杂的 ETABS

结构计算模型，可以采用拆分的方式，分别转换， 后拼接为完整的 PMSAP 计算模型。通过比较两程序

模型计算得到的质量、周期、振型等基本信息，表明转换得到的 PMSAP 模型与原 ETABS 模型基本一致，

可作为第二程序模型校核工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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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现有的框剪结构二道防线调整方法，选取实际工程，对比了中国规范、UBC 及中震弹塑性调整的

差异，结合框剪结构的变形特点给出了调整建议；同时考察了中国规范 0.2V0调整对梁柱配筋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该调整对梁配筋影响大于对柱配筋的影响，整个结构趋于“强梁弱柱”方向发展，与强柱弱梁

思想相违背，建议对梁不进行 0.2V0调整。 

关键字：框剪结构；二道防线；梁柱配筋；弹塑性分析 
 

1 框剪结构二道防线调整方法概述 
 

框架剪力墙结构由延性外框架和剪力墙两个系统组成，并由它们协同工作来抵抗外力作用，一方面可

使结构满足当前规范严格的层间位移角限值，另一方面又不失结构延性，具有多道抗震防线，属于双重抗

侧力体系。由于剪力墙的抗侧刚度比框架大很多，在地震作用下，底部地震总剪力主要由剪力墙承担，框

架柱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剪力墙为第一道防线。在中、大震作用下，剪力墙开裂损伤，抗侧刚度减小，

一部分地震剪力转移到框架上，框架成为第二道防线。按照多道防线概念设计思想，需要考虑部分构件出

现塑性变形后的内力重分布，使各个分体系所承担的地震作用的总和大于不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时的数值，

也就是按照墙体开裂、破坏后的框架和墙体的侧向刚度分配的剪力会比多遇地震作用下处于弹性工作状态

所分配的剪力大。因此才建议进行框架剪力调整。 

 

2 工程对比 
 

2.1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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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框剪结构，无地下室，地上 23 层，结构高度 81.9m，设防烈度 8 度（0.2g），设防分类丙类，设计

分组第三组，场地类别Ⅱ类，特征周期 0.45s，首层 X，Y 方向框架倾覆力矩比例分别为 19.7%，14.5%，

属于典型框架剪力墙结构，砼框架和剪力墙抗震等级一级。 

2.2  二道防线调整方法对比 

我国规范是将各楼层框架剪力调整到同一数值 0.2V0，很显然这种调整忽视了楼层剪力的分布规律。 

0.2V0 调整系数沿楼层高度呈现“中间小、两头大”，一般中部楼层框架受力较大（底层突变除外），因

而对应的调整系数较小；UBC 方法的调整系数是下部偏大，上部偏小，与中震弹塑性调整相似，均呈“三

角形”分布。与 0.2V0 调整的主要区别是底部偏大，中上部偏小，所以上部楼层是分歧所在。当然，一般

认为上部调整系数大一些会安全，但这种较大的强度储备是否有必要，是否应该把这种强度储备更多的用

在底部区域值得重视。 

2.3 框架柱剪力调整方法的改进建议 

变形曲线拐点是结构主要变形成分发生变化的位置，框剪结构拐点以下弯曲变形占主导，地震时，塑

性变形也多分布在这一范围，内力重分布也 为严重，因此这一范围始终是抗震设计的重点，当然不排除

实际拐点的上下移动带来的误差。建议以拐点为界，将框架剪力分两段进行调整来反映以上差异，具体做

法如下：首先找到弹性分析框架剪力 大的中部楼层，将此作为拐点楼层，在拐点楼层以下，采取 UBC

（25%或 20%）得到的框架剪力对弹性分析的剪力予以调整；对拐点以上的楼层，直接采用拐点楼层的调

整系数进行垂直控制。 

2.4  0.2V0调整对梁柱配筋量的影响 

0.2V0 调整属于地震工况下的承载力调整，是贯彻“三水准两阶段、多道防线”原则的体现，放大了地

震工况下框架柱的剪力、弯矩和与之相连框架梁的剪力和弯矩， 终目的是提高梁柱配筋。由图 7 可以看

出，本工程的 0.2V0 调整对柱箍筋配筋量影响较小，仅上部个别楼层柱箍筋有较大增长，说明柱箍筋可能

由构造控制或者控制组合内力不含地震工况，而全楼梁箍筋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但是，0.2V0 调整对梁主

筋却有较大影响，对柱主筋只在上部个别层（如顶层）影响较大，如图 8 所示。对 74 个框剪结构的配筋

量进行统计，尽管设防烈度不同，0.2V0 调整对梁配筋量的影响要大于柱，梁增长比例的平均值约为柱的

2~3 倍，见表 2，意味着整体上放大了梁的承载力，梁承载力明显提高，整个结构承载力趋向“强梁弱柱”

发展，与“强柱弱梁”概念设计相违背。而且震害表明，整浇楼盖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竖向构件（墙、柱）

破坏严重，梁、板构件一般不破坏，因此有的地方标准不再要求调整框架梁。 

 

3 结论 
 

本文介绍了现有的框剪结构二道防线调整方法，选取实际工程，对比了中国规范、UBC 及中震弹塑性

调整的差异，结合框剪结构的变形特点给出了调整建议，即以变形曲线拐点楼层为界，将框架剪力分两段

进行调整，在拐点楼层以下，采取 UBC 得到的框架剪力对弹性分析的剪力予以调整，对拐点以上的楼层，

直接采用拐点楼层的调整系数进行垂直控制。同时检验了中国规范 0.2V0 调整对梁柱配筋量的影响，结果

表明 0.2V0 调整对梁配筋的影响大于对柱配筋的影响，使整个结构趋于“强梁弱柱”方向发展，与强柱弱

梁的思想相违背，建议对梁不进行 0.2V0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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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震弹塑性分析在某收进结构中的应用 

 
刘春明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liuchunming@cabrtech.com 

刘春明(1964-)，硕士，主要从事建筑

结构软件开发与服务 SAP2000 及

ETABS2013 开发工作  

曹胜涛 

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caoshengtao@cabrtech.com 

曹胜涛（1985-）博士生，主要，

参与从事结构振动控制、非线性有

限元、大型有限元开发等工作  

                

摘  要：本文对一个高层框筒结构使用 PKPM-SAUSAGE 进行大震弹塑性分析，比较了采用壳单元和梁单元转换两

种方式下结构收进薄弱部位的受力特点及性能化表现。对高层结构收进结构设计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PKPM-SAUSAGE；弹塑性分析；收进结构 

 

1 引言 
 

在高层结构中，带有收进的结构体系是高层建筑非常常见的一种结构体系，国际上著名的美国 Sears

大厦、香港中银大厦等都采用这种形式的结构。高层收进结构从下到上采用逐渐体型收进，保证结构竖向

刚度逐渐减小，结构更加稳定，符合结构概念设计思路。另一方面在结构收进部位竖向刚度不连续，造成

剪力和层的抗剪承载力突变，应力集中，形成结构的薄弱部位。以往对收进结构的分析主要基于弹性分析

模型进行，不能完全反映结构大震下薄弱部位的破坏以及性能化表现。本文采用动力弹塑性分析进行收进

结构大震下性能分析，对大震下的收进部位的结构性能化反应进行了比较。 

 

2 主要内容 
 

本文结合一个实际工程对体型收进形高层建筑进行了分析比较，计算了不同的收进方式下结构在中震

弹性反应谱下结构转换部位应力的分布，计算了大震作用下采用不同的收进方式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结

构损伤破坏以及性能化的影响。同时比较了不同的底部配筋及型钢加强对结构底部破坏的影响。为了验证

结构模型的正确性，使用 Abaqus 进行了模态分析，动力弹塑性分析，与 PKPM-SAUSAGE 进行了比较。

给出不同转换刚度下结构的合理受力方式。给出结构薄弱部位抗战合理进行加强的方式。 

从损伤结果看，弹塑性分析明确的给出了结构薄弱部位的由于刚度及传力途径突变，造成在收进部位

明显的出现了损伤破坏。采用整层连梁模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剪切损伤，特别是沿连梁的边缘部位出现明

显的竖向破坏发展趋势，局部破坏严重。对于半层墙梁模型，损伤主要集中在连梁上两侧。体现了连梁在

大震下耗能率先破坏，性能表现更合理。同时楼板的损伤破坏体现了与弹性分析明显不同的特点，特别是

楼板的损伤发展方向体现了不规则性，沿平行于连梁方向出现，并且向角部扩展。表明在地震力作用下，

连梁刚度越大，吸收的地震力越大，可能造成更加集中的破坏。如果降低连梁的刚度，大震下形成较好的

耗能机制，使破坏损伤先在连梁出现，由于连梁的损伤扩展到楼板，引起 X 向的楼板发生应力集中而损伤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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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通过一个典型收进结构在中震下弹性分析与大震下弹塑性分析的结果对比，得到相应结构的薄弱

部位的损伤与破坏形态。对比不同的刚度过渡方式下结构的反应，可以得出，对于大震下结构的反应更多

的取决于合理的设计，使得刚度更均匀，结构按预期的方式吸收地震能量。保证结构具有足够的延性。同

时小震、中震、大震下结构反应有时会给出不同的结果，以往仅仅通过弹性分析而进行性能化设计不能保

证结构在大震下更合理的耗能和实现性能化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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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中框架梁的约束对非线性分析的影响 

 
陈晓明  

副研究员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 

Chenxiaoming@cscec.com 

陈晓明(1973-),博士，主要从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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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员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 

Duanjin@cscec.com 

段进（1978-），博士，主要从事计

算固体力学和有限元网格划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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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贵                     

研究员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                

Liyungui@cscec.com 

孙建运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 

Sunjianyun@cscec.com 

  

 

摘  要：为了使力学模型更加精确，各种约束被广泛应用于专业设计软件的结构线性分析中，但受计算复杂性的

影响，在采用通用有限元软件进行非线性分析时，有些约束会被选择性地忽略。本文通过数值方法，对

结构中梁、墙连接处考虑框架梁截面高度影响的约束以及为考虑框架梁与楼板顶部平齐而施加的约束进

行了研究。数值结果表明，以两种约束同时施加的结果作为参照值，当两种约束均不考虑时，计算模型

会低估梁端的破坏程度以及结构底部的位移角，而当只考虑梁、墙连接处施加约束时，虽然可以得到较

为理想的梁端内力结果，但却会导致结构的整体刚度偏大， 而作为工程中通常会被忽略的框架梁与楼板

顶部平齐的约束选项，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结构局部以及整体结果的精度。 

关键词：弹塑性；动力时程；约束 

 

1 引言 
 

在结构分析中，建立构件之间合理的协调关系是获得准确分析结果的首要前提。除了 基本的单元节

点之间的变形协调外，但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协调控制需要通过约束的形式实现，比如截面的自由度释放，

刚性楼板，偏心等。 

在结构中有一种特殊偏心，即板与梁的相对位置关系。传统设计方法中多通过梁刚度放大系数来近似

模拟，这种做法可以保证梁具有更高的安全系数，在小震分析中的应用效果良好。但中梁刚度系数在大震

作用下的非线性分析中不再适用，必须通过增加约束的方式来考虑梁在竖向的偏心。 

此外，在梁、墙之间通常也需要施加附加约束以增强两者之间的连接刚度，专业设计软件一般会在梁

墙连接位置施加罚单元来增强梁墙的连接刚度，而基于通用有限元软件进行分析时可以采用 MPC 多点约束

方式，或者采用连接单元。但由于过多约束的引入会使得非线性问题的求解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实际分

析中很多工程师会选择忽略这些因素的影响。 

本文通过数值算例分析了不同连接形式对构件内力、损伤，以及位移角等结构整体指标的影响，为实

际工程中采用合适的计算模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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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模型 
 

为了进行比较，采用四种计算模型，分别为： 

a) Direct - 梁、板顶部平齐以及梁、墙之间约束均不考虑； 

b) Panel - 仅考虑梁、墙连接处约束； 

c) BeamH - 仅考虑梁、板顶部平齐； 

d) PanelBeamH - 同时考虑梁、板顶部平齐和梁、墙之间的约束。 

采用 ABAQUS 对一简单筒体结构进行分析。分析过程中，首先对结构进行重力加载，然后施加水平向

地震波进行动力分析，并比较四种不同计算模型的结果，计算全过程中同时考虑材料非线性和几何非线性。 

 

3 构件分析比较 
 

数值结果显示，在重力作用下，仅在梁右端与剪力墙连接处增加约束，与无附加约束的直接连接相比，

框架梁约束端弯矩显著增大；当仅考虑梁、板顶部平齐时，跨中和右端弯矩幅值则会明显降低；而同时考

虑两种约束时，右端弯矩与直接连接情况下更接近，但跨中弯矩会处于较低水平，可知如要同时兼顾框架

梁跨中与支座端的精度，必须同时考虑两种约束。 

在水平地震波作用下，梁底受压损伤四种模型结果的趋势差别不大，而梁顶的受压损伤则存在明显差

异。梁右端弯矩结果差异显著，两种约束同时施加时峰值正弯矩 大，仅在右侧施加罚约束时峰值负弯矩

大。 

 

4 结构整体指标 
 

虽然对框架梁施加约束对结构整体影响小于对单个构件的局部影响，但四种不同模型中的位移角结果

在结构底部仍然有近 10%偏差，而在结构的顶部不同模型计算结果的 大差异则达 30%，其中，实际结构

分析中应用较多的罚约束会使得位移角计算结果明显偏低，尤其是位移角控制部位在结构上部的情况。 

楼层剪力统计结果显示，梁、墙罚约束对结构的整体刚度影响明显，虽然框架部分承担剪力变化不大，

但由于结构整体的刚度增加使得结构的总剪力增大。而梁板顶部平齐的约束选项虽然在构件局部会产生明

显影响，但对结构的整体影响却不明显。 

 

5 小结 
 

对典型的筒体结构采用不同连接约束形式进行分析比较的结果显示，虽然罚约束概念可以从弹性分析

中直接引入非线性分析，但是由于弹性分析中的中梁刚度系数并不能在非线性分析中采用，因此虽然在重

力作用下可以改善内力结果，但在非线性动力计算中梁端弯矩仍然会有较大偏差，且单纯地增加梁墙之间

罚约束会使结构的位移角结果明显偏小，因此不宜单独采用。梁板顶部平齐的影响在弹性分析中一般采用

中梁刚度系数方式近似考虑，而在非线性分析中往往会被忽略，实际计算表明，与单纯的梁端罚约束比较，

考虑梁板顶部平齐得到的计算结果与同时考虑两种约束的结果更为接近。在两种约束都不考虑的情况下，

虽然构件的局部结果会有较大偏差，但却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位移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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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激振分析方法及程序实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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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哲 

技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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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哲（1987-）,硕士,工程师，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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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测试等工作  

    

摘  要：本文介绍了多点激振分析的必要性和分析原理，以某11层框架结构为例，详细阐明了相对位移法、大质

量法和大刚度法在midas Gen实现的流程；通过已有的工程实践，指明多点激振分析对结构的扭转效应、

关键节点位移、关键构件内力及层剪力/位移等结果的影响，对今后的设计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多点激振；相对位移法；大质量法；大刚度法；midas Gen 

 

1 概述       

 

地震观测表明，由于地震波速为有限值，当支座间间距较大时，地震波到达各支座的时间不同，导致

结构各支座不同步运动，对于超长型结构有必要进行多点输入地震反应分析。欧洲桥梁规范在规定地震作

用时考虑了空间变化的地震运动特征，并指出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应考虑地震运动的空间变化：①桥长大于

200m，并且有地质上的不连续或明显的不同地貌特征；②桥长大于 600m。  

地震波在传播的过程中，除了有时间上的变化特性，还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变化特性。对于大跨结构，于

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相比，其平面尺寸跨度大，地震动的空间变化特性对于结构影响不可忽视，如果忽略

地震动的空间变化特性，不能完全满足此类建筑物的抗震设计要求，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地震动对于大跨结构的空间效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非均一性效应、行波效应、衰减效应、局部场地效

应等，对于实际工程，衰减效应影响不是很明显，通常情况不予考虑。根据理论分析和工程实践得知：相

对于地震一致运动来说，考虑行波效应产生对结构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励点之间的相干性(非均一性效应、

局部场地效应)对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一般考虑多点地震反应分析也首先考虑行波效应对结构的影

响。行波效应主要考虑了地震波传播在时间上的差异，而忽略了诸如幅值、频谱、持时等其它信息。  

 

2 分析方法           
 

到目前为止，大跨结构抗震分析经历了静力理论、反应谱理论、动力理论的演变过程，与其相对应的

抗震分析方法为反应谱方法、时程分析方法、随机振动法。 

反应谱法是 基本抗震分析方法，它是基于一致输入的反应谱采取振型叠加原理的一种方法，即假定

所有的支座按完全相同的规律运动，因此不能考虑行波效应；随机振动法虽然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较为先

进合理的分析方法，但该方法计算工作量非常大，要真正实现随机振动法在工程上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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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程分析法发展的较为成熟，该方法可以很好的解决多点输入问题，并且可以考虑地震波的振幅及频

谱特性，同时也可以考虑结构的几何及材料非线性，可以确定塑性铰出现的次序及结构薄弱部位，准确考

虑上部结构、基础及与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地震波的相位差效应以及各种减震隔震装置非线性性质对结

构抗震响应的影响等，因此适应性很强，也是目前多支座激振分析 常采用的方法。 

综上，目前多点激振分析主要以时程分析方法为依托，考虑地震波传播在时间上的差异，求解多点输

入问题。 

 

3 多点激振分析在程序中实现          
 

相对位移法（RMM）、大质量法（LMM）和大刚度法（LSM）在 midas Gen 中均可实现，可以对三种分析

方法所得到的层剪力、层位移及单元内力等结果做对比。 

本文将以某高层结构为例，分别介绍相对位移法、大质量法和大刚度法在 midas Gen 实现的流程。 

选取工程为 11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层高 4m，抗震设防烈度 7 度，场地类别为Ⅱ类。楼面恒载为

4.5kN/m2，活载 2.0 kN/m2，柱截面为 500x500mm，梁截面为 250x450mm。结构材料为 C30 混凝土。  

相对位移法：1.在输入地震波之前，建立模型，并输入荷载及边界条件等；2.定义地震波，与一致激

励的地震波定义方法相同，本文选取程序自带的 EIcent 波，并按相关规定调整地震波峰值。3.通过程序

“多支座激振”功能，施加不同节点的激励（沿 X 方向，每 6 榀柱子的全部柱底节点设为一组），并输入

不同的到达时间。 

大质量法：1.与相对位移法一样，先建立基本模型，之后需要将原支座点处向下复制一段距离形成新

的节点（大质量点），目标节点与大质量点之间施加刚性连接；2.解除原支座点处的所有约束；3.在大质

量点处输入所需要的质量；4.约束大质量点处的自由度，因本例中只做 X 方向的多点激励，所以释放掉所

有大质量点的 X 方向约束示；5.定义时程分析函数；6.利用程序自带功能“节点动力荷载”，施加节点动

力荷载；7.定义分析工况，与相对位移法所设置相同。 

大刚度法：1.与大质量法一样，在建立基本模型之后需要将原支座点处向下复制一段距离形成新的节

点（大刚度点）；2.目标节点与大质量点之间施加刚性连接；3.解除原支座点处的所有约束；4.利用程序

中“节点弹性支承”功能，在大刚度点处输入所需要的刚度；5.其他条件的设置，与大质量法一致。 

 

4 主要结论            

 

利用 midas Gen 可以方便地实现多点激励分析，已经在大量的实际工程当中得到了应用，但应该注意

的是，部分学者论文中分析结果的规律及变化趋势并非适用于全部结构，在实际操作多点激振分析时，可

以把它们当做参考资料，切忌当做“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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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连体结构的大震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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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自主研发的非线性分析软件SAUSAGE 完成某高位连体结构的大震非线性时程分析。通过对比连廊支座

为隔震支座和刚性支座的非线性计算结果，分析了弱连接和强连接对高位连体结构动力非线性响应的影响。分析结

果表明，通过将连廊支座设置为隔震支座可有效减小连廊的非线性动力响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主塔结构变形和

损伤的发展。 

关键词：高位隔震连体结构；非线性显式动力时程分析；双向线性随动强化模型；动力放大系数；SAUSAGE 

 

1 引言 
 

为满足建筑功能需求，高位连体结构[1]的工程应用逐渐增多。主塔和连廊连接位置结构受力复杂，增

加了高位连体结构的设计难度。隔震体系[2]可有减小结构的地震响应。将连廊和主塔的连接处设置为隔震

支座可提高结构抗震性能，降低连体结构的设计难度。 

郑毅敏对多塔连体结构杭州市市民中心的主塔和空中连廊的受力特性和构造方法进行了研究[3]；李永

华[4]将上海市丽晶苑酒店简化为串联刚片模型，对结构模型顶部连廊与主楼分别采用铰接和隔震支座连接

后进行了对比分析；刘晶波[5]利用梁元和板元对上地工贸楼进行小震线性动力分析研究了大跨高层连体建

筑的抗震性能；徐自国[6]采用 FNA 方法对北京当代 MOMA 的有连廊结构和无连廊结构进行局部非线性动

力分析，研究了隔震支座对复杂连体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和设计方法；施卫星[7]利用梁元、壳元和双线性

弹簧单元对上海国际赛车场新闻中心进行了动力分析，研究组合隔震支座对结构释放温度温度应力和减小

地震响应的作用。 

上述研究中的结构地震分析多数只考虑了隔震支座非线性。本文采用自主研发的非线性分析软件

SAUSAGE 对某高层高位连体结构进行整体大震非线性动力分析，同时考虑了隔震支座和结构的非线性特

                                                        
基金项目：教育部创新团队 IRT1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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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了强连接和弱连接对连体结构大震抗震性能的影响。 

 

2 SAUSAGE及其隔震单元 
SAUSAGE 将基于混凝土的弹塑性损伤本构模型[8, 9]、钢材的弹塑性本构模型[10]与纤维梁单元、分层壳

单元[11, 12]结合模拟梁、柱和剪力墙、楼板等构件；动力方程采用显式求解格式，采用了 CPU+GPU 异构的

高性能并行计算[13]。SAUSAGE采用各向不耦合的双线性随动强化的非线性单元模拟隔震支座非线性部分。 

 

3 高位连体结构模型 
 

某高位连体结构，A 塔 22 层，高 104m；B 塔 21 层，高 103.5m，总重 1.521×105t。连廊为钢结构，

位于 18 和 19 层，质量 613.3t。结构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采用 SATWE 进行设计配筋。SAUSAGE 计算

模型中梁单元数 58807、壳元数 68851、自由度数 451482。 

 

4 动力非线性计算结果分析 
 

将连廊支座设置为隔震支座可有效减小连廊及附近构件的内力、变形和损伤的发展，明显提高了连廊

的抗震性能。此结构中采用刚性支座使结构整体性强，采用隔震支座的结构在连廊所在楼层和底层的层间

剪力小于刚性支座的计算结果。 

 

5 结论 
 

相对于强连接，弱连接可以有效降低支座内力、连体结构层间位移角和基底剪力；支座附近框架非线

性发展被有效控制。采用弱连接分析得到主塔层间位移角和剪力墙损伤均小于强连接分析结果。但由于本

文算例中连廊质量占结构总质量不足 0.5%，所以支座连接方式对主塔动力非线性响应影响相对较小。弱连

接和强连接支座附近框架均出现不同程度受压损伤，因此应采取适当措施提高此处构件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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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腋板内力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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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peng0429@126.com 

郑鹏（1987.10），主要从事 PKPM

结构软件技术服务及工程设计咨

询优化工作                     

                 

     

摘  要：本文结合实际工程案例采用标准跨模型，利用结构分析软件 PKPM 系列中 SLABCAD 和 PMSAP 两个模块，

进行计算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提出软件的相关注意事项，考虑梁、板、柱三者协调工作，结合不同斜率

和楼板的加腋高度进行对比分析，在特定条件下总结出加腋斜率和加腋长度对楼板内力的影响规律。结

合工程实际荷载，根据加腋板内力的规律特点，选择合适的加腋长度及高度， 后采用关联达软件进行

对比分析，发现加腋板结构具有极大的经济优越性。 

关键词：SLABCAD；PMSAP；加腋高度；加腋长度 

 

1 前沿 
 

上部结构设计过程中，针对大跨度结构，常采用单向次梁、十字梁、井字梁等结构体系，很少采用加

腋板，主观上认为加腋板只适用于地下室顶板荷载较重的情况，但根据加腋板结构受力特点，其不仅限于

地下室顶板，一般跨度较大的结构体系同样适用。 

 

2 工程概况 
   

广东省某市某金融中心，地下 5 层商业，总建筑面积 5 万平方，柱网尺寸为 mm 1.81.8  ,柱截面

mmmm 600600  ,楼板附加恒荷载 22KN/m，活荷载 24.5KN/m，原设计楼板采用 120mm 厚，楼板底和顶

筋双层双向 8@200，主梁和次梁附加钢筋 8@200，次梁尺寸为 250X600mm，主梁分别为 400X700mm、300X600mm

两种尺寸。 

 

3 加腋楼板结构受力特点 
 

加腋板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确定两个关键参数： 

1）加腋高度；加腋高度越高，楼板支座刚度增加，支座处负弯矩绝对值越大，跨中弯矩绝对值减小； 

2）加腋斜率；同样加腋高度情况下，根据力学规律，斜率越陡支座处负弯矩越大； 

 

4 加腋板计算分析 
 

4.1 加腋高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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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加腋高度的增加，跨中正弯矩逐渐减小；同时从图中斜率可以看出，随着加腋高度的增加 

其对跨中弯矩的影响越来越小； 

2） 随着加腋高度的增加，楼板加腋跨中负弯矩绝对值逐渐增大，但是增大到一定值后，其负弯矩值

绝对值增大不明显； 

 3）柱边负弯矩随着加腋高度的增大，其增大趋势与梁柱刚度比相关，绝对值呈增大趋势，对于加腋

楼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忽略的；   

4.2 加腋斜率分析 

板支座处负弯矩绝对值与加腋高度成正比，与加腋长度影响不大；对于板跨中 大正弯矩则不仅与高

度有关系，还同时受加腋长度的影响。 

     

5 经济性分析 
 

本文仅考虑结构设计成本，采用广联达施工软件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加腋板板钢筋每平米增加 9kg，

但是梁钢筋减小 15kg，综合每平米减少钢筋含量 6kg。混凝土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其对工程的造价影响不

大，综合每平米约节省 25 元，本工程节省结构成本 125 万元，通过本工程，充分反应出加腋大板相对于

普通梁板结构在大跨度空间表现出来的经济优越性。 

 
6 结论 
    

本工程通过对比分析加腋板的加腋高度及斜率，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1）加腋板的加腋高度与跨中弯矩成反比，与支座负弯矩成正比。当考虑梁、板、柱共同工作时，梁

线刚度相对于柱不大时，柱子对于加腋板跨中负弯矩有一定的影响，不可忽略。 

2）随着加腋长度的增加负弯矩有所减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能够有效的减小板跨中弯矩。 

3）加腋大板结构受力合理，能够充分发挥结构承载力，经济效益明显。 

4）楼板加腋高度一般 1 : 2 倍于原板厚，加腋长度 1/5 左右比较合适，能够充分利用结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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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布置及层高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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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汉恒大城怡情雅筑二期商业项目由两栋超高层公寓式办公楼组成，两栋楼仅层高和层数不同，建筑平

面布置和建筑总高度基本一致。通过PKPM/SATWE、MIDAS/BUILDING、MIDAS/GEN软件对两栋塔楼

结构进行等效线性、push-over静力推覆以及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对比两栋塔楼小震、中震、大震作用

下结构反应以及塑性铰出现顺序和分布规律，分析建筑层高和结构梁高对超高层框筒结构抗震性能的影

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抗震加强措施。 

关键词：超高层；框架-核心筒结构；静力推覆；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抗震性能 

 

1 引言 
 

1#、2#楼均超过 A 级高度 大限制 150m，属 B 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竖向规则，平面扭转不规则，抗

震性能目标为 C。 

 1#、2#楼标准层平面尺寸均为 35.8m×35.8m,核心筒为 15.7m×15.7m，结构平面布置相同，建筑总高度相

差无几（1#楼：198.9m，2#楼：199.4m），但标准层层高相差 1.05m。1#楼外框梁截面为 400×1135，内筒

与外框之间的框架梁为 400×1000；2#楼外框梁截面为 400×1035，内筒与外框之间的框架梁为 400×900。 

 

2 主要研究方法 
 

本工程采用 PKPM/SATWE 做结构弹性静力分析，对比两栋楼的计算结果。 

本工程采用 PKPM/SATWE 进行结构弹性时程分析。采用 5 组天然波和 2 组人工波进行小震动力弹性

时程分析，并与反应谱（CQC）分析进行对比。 

本工程运用 PKPM/SATWE 软件采用等效弹性方法对本工程结构构件进行中、大震性能设计。 

对 1#、2#楼，中、大震作用下采用 Midas/Gen 进行结构静力弹塑性分析（Pushover 分析），在 Midas/Gen

中使用ATC-40(1996)和FEMA-273(1997)中提供的能力谱法(Capacity Spectrum Method, CSM法)评价结构的

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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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高度接近 200m，为充分论证其抗震可行性，采用 Midas/building 软件补充进行了罕遇地震下结

构的动力弹塑性分析。 

 

3 主要研究内容 
 

通过对 1#、2#楼小震、中震、大震作用下的计算，分析其周期、 大层间位移角、顶点位移、基底剪

力、倾覆弯矩及塑性铰出现顺序和分布规律。对比分析在建筑平面布置和建筑总高度基本一致，仅层高和

层数不同的情况下，对建筑的抗震性能的影响。 

 

4 结论 
 

两栋接近 200m的框架-核心筒超高层塔楼结构布置和总高度基本一致，仅降低层高（4.5m降为 3.45m）

和梁高（400×1135 降为 400×1035，400×1000 降为 400×900）来增加建筑层数（层数由 44 层增加至 56

层），等效弹性中、大震分析结果都表明层高和梁高的降低反而使结构整体刚度略有增加；但后续的静力

推覆和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表明，梁高的减少将使构件过早进入屈服状态导致结构整体刚度下降较大，框

架梁高的 1#楼耗能能力明显好于框架梁高小 2#楼。 

为改善 2#楼的耗能能力，使其与 1#楼基本一致；施工图设计时采取了在核心筒连梁内部埋设型钢，

通过计算和构造提高了 2#楼的抗震耗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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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结构单体的平面尺寸约为330m×362m，属于超长结构。本文基于SAP2000软件，采

用大质量法对体育场钢屋盖、核心筒、框架柱等构件进行多点多维地震响应分析。分析表明：行波效应

对于大跨屋盖中网架及预应力索等杆件的承载力影响较小，行波效应系数多小于1.2，超载杆件比例约

20%；支撑钢屋盖柱、酒店区Y型柱、酒店影响范围内的看台柱等，其行波效应影响较明显，内力行波

效应系数集中在1.2~1.5之间；核心筒的 大行波效应系数为2.0，应当按增大后的地震效应复核其承载能

力要求。 

关键词：体育场；多点多维；行波效应；大质量法 

 

1 工程概况          

 

郑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结构平面尺寸约为330m×360m，结构高度约54.390m。本工程所在地位于7度

（0.15g）区，其场地类别为II类，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类（乙类）。体育场下部混凝土共设三层看台，

一层看台（7.0m标高）及以下结构为一个围合整体，二、三层看台分为东西两侧看台，未围合而成为两个

塔楼，其中东看台范围外设计为8层的悬挑酒店。上部钢屋盖结构采用车幅式索承网格结构，支承在下部

混凝土结构，下部混凝土结构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上部屋盖钢结构与下部混凝土结构均未设置结构

缝分开。 

 

2 主要研究方法 
 

在进行多点多维地震响应分析时，通常有相对运动法、大质量法、基于位移输入等方法。笔者通过对

比不同分析方法后，发现采用常用的位移时程输入时，构件内力及基底剪力与采用加速度时程激励不一致，

且误差较大；采用大质量法则可以得到较满意的结果。考虑到本工程结构形式的复杂性，为了能够准确考

虑下部整体的大底盘协调作用，大质量方法更适合应用于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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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 SAP2000 软件，研究了屋盖钢网架、预应力索、索承网格、支撑钢网架柱、混凝土框架柱和

核心筒剪力墙等构件多点多维地震响应，并与一致输入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给出了各构件的行波效应系

数，用于指导体育场结构的构件设计。 

 

4 主要结论  

 

（1）采用改进的大质量法对该结构（含剪力墙单元）进行了多点多维地震响应分析，分析精度可满

足工程要求。 

（2）上部钢屋盖处于整个结构的上部，各钢构件及预应力索的行波效应系数在 1.3 以内，且地震效应

约占构件总应力比的 20%以内，因此行波效应对钢屋盖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影响较小。 

（3）7m 标高以下框架柱行波效应系数大于 7m 标高以上的框架柱，行波效应系数介于 1.0～1.6 之间，

大值为 2.0，由于地震效应约占组合内力的 25%左右，因此应按增大后的地震效应复核其承载能力要求。 

（4）核心筒的地震效应约占组合内力值的 60%以上，且其 大行波效应系数为 2.0，行波效应对核心

筒构件设计的影响不容忽视，应按增大后的地震效应复核其承载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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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用于建筑结构的高性能仿真集成系统 

 
段进 

副研究员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 

Duanjin@cscec.com 

段进（1978-），博士，主要从事计算

固体力学和有限元网格划分技术研究

以及通用有限元软件研发 
 

陈晓明 

副研究员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 

Chenxiaoming@cscec.com 

陈晓明（1973-），博士，主要从事有

限元方法研究，结构分析软件的研

发，以及大震作用下结构分析工作  

孙建运 

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 

Sunjianyun@cscec.com 

李云贵 

研究员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 

李云贵@cscec.com 

  

 

摘  要：本文采用接口模式开发了一套“建筑工程仿真集成系统”。基于该系统，用户可利用 PKPM、YJK 等软

件进行结构常规设计（含建模、计算、配筋等），所得到的设计模型（包括结构模型和配筋信息）将自

动转换为通用有限元模型并直接导入 Abaqus、Ansys 等大型商业软件以进行各种复杂有限元分析，然后

自动提取其有限元计算结果、汇同原有结构模型并根据相关规范进行各项指标统计和评估（包括安全性

和舒适性等），并 终自动生成适用于工程设计的计算报告书。 

关键词：结构仿真；有限元；网格划分；系统集成 

 

1 引言 
 

随着国内各种复杂结构（比如体型复杂、超高层、大跨等）的日益增多，高性能仿真分析在结构设计

和施工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常用设计软件（如 PKPM、YJK、MIDAS、ETABS 等）由于其计

算性能的限制无法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而通用有限元软件（如 ABAQUS、ANSYS 等）虽然具有强大的

力学分析功能，但其前处理模块不适用于建筑结构建模，且计算结果无法直接用于工程设计。因此从工程

实践的角度来说，目前非常需要一套结构仿真集成系统，能兼顾设计软件和通用有限元软件的优点，以便

快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以此为目的，本文采用接口模式集成国内外常用结构设计软件（比如 PKPM、YJK、Midas、Etabs 等）

和大型有限元商业软件（比如 Ansys、Abaqus 等）并对其进行二次开发， 终形成了一套建筑结构仿真集

成系统（Integrated Simulation System for Structures，简称 ISSS）[1]。基于该系统，用户可采用 PKPM、YJK、

Etabs 等软件进行结构常规设计（含建模、计算、配筋等），所得到的设计模型（包括结构模型和配筋信息）

通过 ISSS 自动转换为通用有限元模型并直接导入大型商业软件（Ansys、Abaqus 等）以进行各种复杂有限

元分析，然后由 ISSS 自动提取其有限元计算结果、汇同原有结构模型并根据相关规范以进行各项指标统

计和评估（包括安全性和舒适性等），并 终生成适用于工程设计的计算报告书。整个过程用户只需在交

互界面简单地指定部分参数和选项，其余工作全部由集成系统自动完成。 

 

2 结构仿真集成系统概述 
 

 结构仿真集成系统（ISSS）实现了结构设计软件与通用有限元软件的无缝对接，其功能主要包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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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结构设计软件接口功能：从国内外主流设计软件（比如 PKPM、YJK、MIDAS等）自动导出设计模型数

据（含结构模型和配筋信息等）； 

 有限元计算模型转换功能：将结构模型自动转换为有限元计算模型，含网格划分、截面配置、荷载导

算、约束与连接处理等； 

 通用有限元软件接口功能：将计算模型自动导入国外通用有限元软件（比如 ABAQUS、ANSYS 等）进

行有限元分析并提取有限元计算结果，期间还包括混凝土本构和单元的二次开发； 

 设计指标统计和整理功能：将有限元计算结果整理为结构设计所需的各项性能指标参数，据此评估结

构的损伤和安全性，并自动生成计算报告书。 

 

3 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接口模式集成国内外常用结构设计软件（比如 PKPM、YJK、Midas、Etabs 等）和大型有限

元商业软件（比如 Ansys、Abaqus 等）并对其进行二次开发， 终形成建筑结构仿真集成系统（ISSS）。

该系统 大的亮点是“实现了复杂结构仿真分析的自动化操作”，包括设计模型自动导入、计算模型自动

生成、有限元计算自动进行、计算结果自动整理等。该系统适用于各种复杂混凝土结构、钢结构以及钢－

混凝土混合结构的弹性和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为复杂结构设计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提供计算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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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框架柱计算长度系数探讨 

 
刘维亚 

教授级高工 

深圳千典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

有限公司 

sdbywyl@126.com 

刘维亚（1964-），教授级高工，

主要从事高层结构设计和研

究；曾主持深圳京基 100、深圳

华侨城大厦等项目 

 梁鹏飞 

深圳千典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

有限公司 

liangpengfei2006hua@126.com 

梁鹏飞（1987-），硕士，参与南

方国际金融传媒大厦、香江国际

金融中心设计工作，参与鸿荣源

项目咨询工作 

黎少峰 

深圳千典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413587538@qq.com 

 邓毅 

深圳千典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359937841@qq.com 

摘  要：本文以深圳冠泽前海项目 A 塔楼为例，详细研究了外框柱计算长度系数的影响因素及确定方法，并根据

框梁与框柱线刚对比对巨柱框架-核心筒结构和一般框架-核心筒结构进行了划分。在采用局部模型的弹

性屈曲分析结果反算计算长度系数时发现，巨柱框架-核心筒结构，一般层框梁的约束作用可不予考虑，

但一般框架-核心筒结构，框梁的约束作用不容忽视。另外，由于约束边界条件的原因，局部模型得到

的计算长度系数比实际值偏小，在构件设计阶段，应按放大的计算长度系数采用。 

关键词：计算长度系数；弹性屈曲分析 

 

1 引言 

 

对含加强层的超高层建筑，根据弹性屈曲分析确定外框柱计算长度系数时，一般采用简化的分区模型，

但究竟如何简化模型，当前做法不一，计算结果偏差较大。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以冠泽前海项目 A 塔楼为

例，并结合以往项目经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旨在为建筑工程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2 主要研究方法 
 

首先，按常规方法以加强层（腰桁架）为界，将整体模型划分为若干子模型，对各子模型中可能与框

柱计算长度系数有关的影响因素，比如腰桁架层楼板、腰桁架层主次梁、一般层主次梁等，分别进行了对

比研究，确定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并总结规律。由于梁柱线刚度比反映了梁对柱的约束能力，本文统计了

五个实际工程项目的梁柱线刚度比值，并根据比值大小讨论了框梁对框柱的约束强弱。 后，将用整体模

型得到的计算长度系数与局部模型的结果对比，以验证局部模型的合理性。 

 

3 主要研究内容 
 

采用简化分区模型计算框柱计算长度系数时，对含加强层的结构，以加强层为界划分局部模型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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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分区模型边界条件如何模拟？如何检验边界条件是否模拟正确？如何简化分区模型，即哪些构件是必

须考虑的？如何根据框梁框柱线刚度比区分哪些情况必须考虑框梁作用，而何时又可以不考虑？ 

 

4 主要结论 
 

对含加强层的超高层建筑，在确定外框柱计算长度系数时，通常根据简化的局部模型的计算结果来确

定。为保证简化模型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与合理性，首先应根据一般层的框梁框柱线刚度比来确定结构体系

为巨柱框筒结构还是一般框筒结构，根据本文的研究，框梁框柱线刚度比大于 0.04 时，可确定为一般框

筒结构，线刚度比介于10 ~1.5 10  时，应按巨柱框筒结构计算。对一般框筒结构，梁的约束作用比

较明显，局部模型分析时，不能忽视框梁的作用，作为简化，也可根据线刚度比 K 值按规范法确定柱的计

算长度系数；而对于巨柱框筒结构，梁对柱的约束作用有限，采用局部模型分析时，可忽略一般层梁的作

用。 

对加强层为腰桁架的高层建筑，局部模型宜考虑腰桁架层的主梁、楼板，而一般层（非加强层）楼板

作为结构稳定性分析时的安全余量，通常可不考虑。由于加强层约束较强，分区模型底部一般可模拟为固

定支座，但这也并非绝对，对较弱的加强层，比如仅单向布置腰桁架的加强层，不宜再模拟为固定支座，

而应根据情况按组合模型或底部铰接来进行计算。通常情况下，局部模型得到的计算长度系数比实际值偏

小，因此，在构件设计时，应将计算值适当放大，本文建议放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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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混凝土减震结构温度应力分析 

 
孙柏锋 

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sbf119@sina.com 

孙柏锋（1982-）,硕士, 主要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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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减隔震工程设计工作 

 

马俊 

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295212930@qq.com 

马俊（1973-），学士，主要从事高层

建筑结构及消能减震及隔震建筑结

构研究  

 

陈丁刚 

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357765190 @qq.com 

 

张龙飞 

工程师 

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80154369@qq.com 

 

 

 

 

     

摘  要：超长混凝土减震结构在不设缝或者少设缝的情况下需要考虑温度作用，分析计算出结构框架梁、柱、楼

板的温度应力及温度作用对阻尼器的影响，并按照计算结果对超长混凝土减震结构采取有针对性的的加

强措施，对超长结构设计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一栋15层医院建筑为例，采用ETABS软件进行了温度作用

下的分析计算，定量的分析了温度作用对超长混凝土减震结构构件的内力分布及阻尼器的影响，并以计

算结果作为设计的依据。 

关键词：超长结构；减震结构；温度作用；应力分析 

  

1 引言         

 

在高烈度地区尤其是对于学校、医院等重点设防类公共建筑采用消能减震技术能有效的提高结构的抗

震性能，但由于建筑使用功能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混凝土建筑要求不设置伸缩缝。超长结构采用消能减震

技术后，如何考虑温度变化对结构构件及阻尼装置的影响，并有针对性采用必要的措施来消除其影响就是

设计人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文以某一医院建筑为例，定量的分析了温度作用对超长混凝土减震结构构

件内力分布和阻尼装置的影响，以期为超长混凝土减震结构设计提供参考。 

 

2 工程概况   
 

某医院内科住院楼，设防烈度为 8度（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场地类别为Ⅱ类，抗震设防

类别为重点设防类。上部结构为 15 层，地下 2 层，结构高度为 58.95m。结构形式为框架—剪力墙结构，

阻尼器类型为粘滞阻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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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度作用工况分析  
对于高度不高、平面尺寸大的结构形式，竖向温差效应影响不大，只须考虑水平温差效应。构件温差

分为两类：局部温差和整体温差。局部温差不对结构整体产生影响，水平温差效应主要由整体温差产生。

混凝土结构计算温差包括结构实体实际温度差值变化和混凝土收缩当量温差两部分。本工程进行温度应力

分析时忽略因混凝土收缩引起的混凝土收缩当量温差部分， 大升温温差和 大降温温差取为±20
。
C。 

 

4 温度作用计算分析            
 

假定楼板在温差变化过程中是理想弹性体；楼板的面内总体变形呈线性均匀，以温差变形为主。温度

作用分析计算中考虑升温和降温两个工况。 

3.1 温度作用下结构整体变形 

列举了结构整体升温变形图（图 4）、结构整体降温变形图（图 5）。 

3.2 楼板应力分析 

一层楼板 大应力出现在中部靠近筒体处， 大值为 6.5MPa，需双层双向配筋为　 12@100。楼板应

力以中部筒体周边 大，向结构两端逐渐减小；二层楼板 大应力同样出现在中部靠近筒体处， 大值为

3.8MPa，需双层双向配筋为　 10@140；四层至十五层楼板的 大应力出现在中部靠近筒体处， 大应力均

小于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3.3 框架梁受力分析 

一层顶部框架梁受力 大。在 大降温下框架梁产生拉力， 大值出现在○H 轴与○8 ～○9 轴相交处框架

梁；在 大升温下框架梁产生压力， 大值出现在○H 轴与○8 ～○9 轴相交处框架梁；在 大升温和降温下结

构中部框架梁受力 大，向结构两端逐渐减小；剪力墙筒体周边框架梁在 大升温和降温下受力均较大。 

3.4 温度作用引起的位移分析 

选取结构两端的角点及中间节点位移进行分析。中间节点位移较小，位于结构中部的节点楼层位移趋

于零，节点位移向结构两端逐渐增大；节点楼层位移随着层数的增加逐渐减小；选取水平向布置的阻尼器

进行位移分析，水平向布置的阻尼器位移靠近结构两端 大，结构中部位移逐渐变小；阻尼器位移随着层

数的增加逐渐减小；阻尼器参数设计时应考虑温度作用下位移变形影响。 

 

5 结论 
 

（1）温度作用引起的楼板应力以中部筒体周边 大，向结构两端逐渐减小。底部三层楼板应力较大，

随着层数增加逐渐减小。设计中应根据温度作用下的楼板应力大小对楼板进行配筋加强。 

（2）一层顶部框架梁受力 大，在 大升温和 大降温温差作用下，结构中部框架梁受力 大，向

结构两端逐渐减小。剪力墙筒体周边框架梁在 大升温和 大降温温差作用下受力均较大。 

（3）在温度作用下中间节点位移较小，在位于结构中部的节点楼层位移趋于零，节点位移向结构两

端逐渐增大。温度作用引起的节点楼层位移随着层数的增加逐渐减小。 

（4）温度作用引起的水平向布置的阻尼器位移靠近结构两端的 大，结构中部阻尼器位移逐渐变小。

阻尼器位移随着层数的增加逐渐减小。 

（5）超长混凝土减震结构阻尼器参数设计时应考虑温度作用下位移变形的影响，尤其对于位移型阻

尼器更应特别注意。 

（6）超长混凝土结构采用消能减震技术后，对结构在温度作用下进行分析计算，并对结构的薄弱部

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加强措施。在满足结构安全的基础上，超长混凝土减震结构是可以少设缝或者不设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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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TLAB GUI 的地震波频谱分析方法研究 

 
张全                                                      施俊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longhuashan@126.com                                                   liechangfeng@126.com 

张全（1987-），本科，主要从事结                                        施俊（1975-），本科，主要从事钢结构、 

构减隔震设计研究，参与宾川一中                                        减隔震结构设计研究，主持昆明滇池国 

高中部、昭通医院医技楼等项目结                                        际会展中心、宾川一中等项目结构方案评审、咨询 

构隔震、减震设计                                                        

 

摘  要：一些从国外引进的结构分析软件如 CSI 系列软件、MIDAS/GEN 等在时程分析时无法按“抗规”5.1.2 条

规定对待选地震波进行频谱特性分析。MATLAB 为 MathWorks 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性能的数值计算和可视化

软件，可方便地应用于算法开发、数据分析等方面，其 GUI 模块为图形化用户界面设计模块，借助该模

块用户可与计算机程序进行舒服高效的交互操作。本文运用 MATLAB 语言编制了基于精确积分法的地震

动时程转化为反应谱的程序，并基于 MATLAB GUI 模块开发了面向结构隔震设计的地震波频谱分析软件。 

关键词：MATLAB；反应谱精确积分法；地震波频谱分析软件 

 

1 引言 
 

“抗规”5.1.2 条规定，时程分析时选用的多组时程曲线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振型分解反应

谱法所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即要求时程分析选用的地震波频谱特性应与实际可能

发生的地震动情况相匹配。一些国外引进的结构分析软件如 CSI 系列软件或 MIDAS/GEN 等软件在时程分析

时，都无法按“抗规”上述规定完成多组时程曲线与规范谱的对比。MATLAB 为 MathWorks 公司推出的一款

高性能的数值计算和可视化软件，可方便地应用于算法开发、数据分析等方面，其 GUI 模块为图形化用户

界面设计模块，借助该模块用户可与计算机程序进行舒服高效的交互操作。本文运用 MATLAB 语言编制了

基于精确积分法的地震动时程转化为反应谱的程序，并基于 MATLAB GUI 模块开发了面向结构隔震设计的

地震波频谱分析软件。 

  

2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从地震波反应谱的基本概念入手，搜集整理反应谱的各种计算方法，并选用一个结构设计领域内

专家认为比较可行的计算方法作为本文频谱分析软件的基本算法。接下来学习 MATLAB 程序设计的相关资

料，掌握 MATLAB 编程方法，编制反应谱计算程序，然后优化、深化计算程序，并将计算程序用图形化用

户界面表达出来，实现用户与计算机程序的交互操作。 后通过对工程实例的分析，并与工程实例已有的

分析结果对比，验证本文编制的频谱分析软件计算结果的正确性，确保本软件可以用于工程设计。 

 

3 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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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面主要研究方法所展示的研究思路，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1.地震动时程转化为地震动

绝对加速度反应谱的计算方法的研究；2. 地震动绝对加速度反应谱计算方法的MATLAB程序的编制；3.频

谱分析软件的图形化用户界面的设计、调试及软件计算结果正确性的验证。 

 

4 主要结论 
 

MATLAB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软件，且可以利用GUI模块实现用户与计算机程序的交互操作。本

文利用GUI开发了地震波频谱分析软件，通过算例验证了该软件计算结果准确，软件运行效率较高，且界

面友好，用户操作方便快捷。本文仅利用GUI完成了地震波的频谱分析软件的开发，当结构设计人员在面

对大量的数据处理时，如面对隔震分析的大量数据时，可以利用GUI进行数据处理软件的开发，把结构设

计人员从繁复的数据处理中解放出来，把精力用到设计上来而不是在数据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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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隔震偏心结构双向地震耦合响应 

 
刘德稳 

副教授
7 

西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广州大学教育部减震控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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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稳（1983-），博士，山东泰安

人，国家一级结构工程师，主要从

事减震控制研究 

 

 

杨洪 

硕士研究生 

西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1179534422@qq.com 

杨洪（1989-），硕士研究生，四川

绵阳人，从事减震控制研究 

 

 

姚学群 

副教授 

昆明学院城乡建设与规划学院 

廖文远 

讲师 

西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摘  要：建立了双向地震作用下层间隔震双向偏心结构侧扭耦联分析模型。考虑上部结构及下部结构的弹塑性受

力特性，隔震支座采用双向耦合非线性Bou-wen模型模拟阿。分析了偏心参数对层间隔震双向偏心结构

的影响规律。评价了双向地震作用下我国抗震规范给出的扭转影响系数静力预测值的准确性。结果表明，

双向地震作用下设置中间柔性隔震层可以减小上下部结构扭转的耦连效应；下部结构存在双向偏心会对

隔震层扭转反应带来不利影响；LRB耦合效应对层间隔震地震响应影响较小；当下部结构偏心率较大时

规范计算扭转系数会偏于不安全。 

关键词：层间隔震结构；双向地震；耦合；偏心 

 

1 引言 
 

隔震技术因其具有减震机理明确和性能稳定的特点已成为目前 常见的减震控制措施之一，其中随着

建筑功能需求的提升，设置隔震层的位置也由传统基底位置向其它楼层发展进而形成新的结构体系-层间

隔震结构。 

目前各研究为层间隔震的减震性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是对于双向地震下不规则层间隔震结构

的地震响应特征的研究还偏少。本文建立了双向地震作用下三刚片-双向偏心侧扭耦合层间隔震分析模型，

对影响结构地震响应的相关重要参数进行了研究；评价了我国抗震规范中扭转影响系数估计值的准确性。 

 

2 主要研究方法 
 

（一）建立结构模型 

    采用多层刚片转动隔震结构体系计算模型，假定隔震层上部平板为刚片，可同时产生平动和转动，为

了简化分析，本文作了如下假定： 

(1) 为建立方程简单方便，结构每一层质心和几何中心重合，且质心均处于同一轴上，考虑双向刚度

偏心； 

(2) 为考察上部、中间隔震层及下部结构偏心率对结构响应的影响，假定上部楼层偏心距相等，下部

                                                        

基金项目：云南教育厅基金项目(2015Y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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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偏心距也相等； 

(3) 由于构件本身的扭转刚度对结构整体响应影响较小，不考虑构件自身的扭转刚度及扭转变形； 

(4) 不考虑竖向地震动及扭转地震动分量； 

(5) 不考虑楼板的平面弯曲变形，各楼层假定为刚片模型。 

（二） LRB 弹塑性恢复力模型 

    铅芯橡胶支座采用非线性双向耦合模型模拟。 

（三）上部及下部结构恢复力模型 

    普通建筑结构层间的恢复力-位移滞回曲线通常具有强度退化、刚度退化、捏拢效应以及应变硬化等滞

回特性，经典的 Bouc-wen 模型经改进后可以反映这些特征。文中采用近似双线性的 Bouc-wen 模型模拟层

间隔震上部及下部楼层的非线性特性。 

（四）动力方程 

假定某n层偏心建筑结构设置隔震层于第 1i  层与第 i 之间，在双向地震作用下结构各层质心 CM 相

对于基础的 x向平动位移为 ix ，相对于基础的 y 向平动位移为 iy ，相对于基础的 z 向转角为 i ，从而根据

平衡条件建立双向层间隔震结构动力方程。 

 

3 研究内容 
 

（1）分析模型 

    地震作用下隔震结构由于一般以隔震模态为主，结构变形集中于隔震层，其他楼层变形均比较均匀，

且对于中低层结构而言都可以简化为等效单质点模型，因此将上部结构及下部结构作为质点模型来模拟具

有普遍意义。上、下部子结构和隔震层的屈服后刚度比分别取为 0.05、0.01 和 0.12。输入 1940 年 El Centro 

(EW 方向)地震波。参数分析时，将地震动加速度幅值统一调整为 0.4 g。 

（2）双向偏心率的影响 

    分别单独考察上部结构偏心率、隔震层偏心率及下部结构偏心率对层间隔震结构的地震响应的影响。    

（3）LRB 耦合效应的影响 

     LRB 隔震支座考虑与不考虑耦合效应的层间隔震结构计算值比较。计算时取上部结构、隔震层及下

部结构双向偏心率均为 1%。 

（4）扭转影响系数变化规律 

下面讨论扭转引起的支座位移变化趋势,并比较规范计算扭转系数和实际模型时程分析得到的扭转系

数。 

 

4主要结论 

 

(1) 层间隔震体系隔震层偏心及下部结构偏心参数对结构扭转反应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对于结构的质

心处层基底剪力。由于柔性中间隔震层的存在，上下部结构的双向偏心引起的扭转耦联效应并不明显。 

(2) LRB耦合非线性对隔震层位移、上部结构位移及下部结构位移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变化值不超

过20%。 

(3)考虑下部结构偏心率的层间隔震结构隔震层边缘支座 大位移应根据下部结构偏心情况参考规范

隔震结构偏心扭转系数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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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金融商务区超高层结构动力弹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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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星海金融商务区超高层综合体建筑高度为193.30 m，共51层，超B级高度高层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

核心筒结构。为了研究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变形形态、构件塑性及损伤情况以及整体结构的弹塑性

行为，寻找结构的薄弱层或薄弱部位，从而对其抗震性能进行评价，采用ABAQUS 软件对主楼结构进行

了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弹塑性分析，通过3组罕遇地震波可以表明：结构抗侧刚度沿竖向均匀，楼层剪

力传递简单合理； 大弹塑性位移角小于1/100规范限值要求；连梁大部分出现了混凝土的受压塑性损伤，

很好的起到了耗能作用；剪力墙混凝土的受压损伤因子较小。满足规范的要求，表现出良好的抗震性能。 

关键词：超高层结构；动力弹塑性分析；地震波；损伤因子 

 

1 工程概况 
 

星海金融商务区超高层综合体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西侧。共设 3 层地下室，地下室功能为核六

级人防，停车库；主塔楼建筑高度为 193.30 m，共 51 层，设 4 层裙房，功能为商业、办公、公寓。平面

轴线尺寸为 38.8 m×38.8 m。在地上裙房与单体间通过设置抗震缝将其分为两个独立的结构单元，本工程结

构体系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1～24 层框架柱采用钢骨混凝土柱，楼屋面采用现浇钢筋混凝

土梁板结构。 

 

2 动力弹塑性分析方法 
 

2.1 动力弹塑性分析目的 

对结构在设计大震作用下的非线性性能给出定量解答，研究结构在强烈地震作用下的变形形态、构件

的塑性及其损伤情况，以及整体结构的弹塑性行为。寻找结构的薄弱层或（和）薄弱部位，对结构的抗震

性能给出评价，并对结构设计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2.2 材料本构模型 

在本工程计算中，混凝土采用塑性损伤破坏模型。混凝土材料轴心抗压和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及其单

轴应力应变关系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采用，当荷载从受拉变为受压时，混凝土材料的裂缝闭合，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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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刚度恢复至原有的抗压刚度； 当荷载从受压变为受拉时，混凝土材料的抗拉刚度不恢复。钢材采用双

线性随动硬化模型。 考虑包辛格效应，在循环过程中，无刚度退化。 

2.3 构件计算模型 

一维杆件的弹塑性计算模型为纤维截面模型。二维的剪力墙单元由ABAQUS 提供的复合壳单元来模

拟。楼板模拟，经试算，在考虑大变形的弹塑性阶段，结构上部楼板的倾角较小，仍可采用刚性楼板假定，

分析误差较小。但因结构二层楼板开大洞，故在结构二层大开洞处及三层采用弹性楼板，其余采用刚性楼

板假定。本工程按计算配筋进行考虑。 

 

3  地震波的选取及输入 
 

采用 YJK 软件进行选波分析，时程分析工况考虑双向地震波作用。所选用的 3 组地震满足

GB50011-2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要求，每组地震波计算所得的结构底部剪力不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

谱法结果的 65%，不大于135%。每组地震波包含了3 个方向的分量（主方向、次方向、竖向。其中三向输

入峰值比依次为1：0.85：0.65（主方向：次方向：竖向），主方向波峰值取为220gal。 

 

4 动力弹塑性分析结果  
 

4.1 模型正确性验证  

从ABAQUS的模态分析中可以看出：ABAQUS计算模型的质量和竖向反力与SATWE计算模型基本相

同；ABAQUS模型的前三阶振型为X向平动、Y向平动、扭转，前三阶振型的周期与SATWE总体相差不大。

因此，通过ABAQUS计算模型的模态分析可以得出ABAQUS计算模型的准确性。 

4.2 基底剪力 

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剪重比在 X 向 大达 5.7%，Y 向 大达 5.2%，地震波所输入的能量是足够的。 

4.3 楼层位移及层间位移角 

位移曲线没有出现明显的拐点突变，变化较为缓和。层间位移角 大值 x 向为 1/317，y 向 1/414 满足

的规范要求小于 1/100，说明结构的刚度均匀，不存在突变。 

4.4 构件性能 

结构2层楼板开洞，本次弹塑性分析着重分析2层及相邻上层楼板的损伤情况， 2层，3层楼板的受拉

损伤情况较其他层楼板损伤显著，在结构设计过程中，对这两层楼板的板厚及配筋率进行加强。下部墙体

较上部墙体损伤略大，墙体损伤大部分均在0.1以下，个别墙体在6层以下，损伤系数达到0.2~0.3之间，设

计中该片墙体采用特一级构造措施，墙体增设钢骨。连梁的损伤较墙体损伤严重，从底至顶基本每一层连

梁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在结构的底部及中上部，个别连梁损伤在0.5~0.9之间，可见，在大震作用下，连

梁承担了大部分地震力，起到了很好的耗能作用。计算中框架柱的损伤系数较小，均在0.1以下，框架柱中

的钢筋及内埋型钢没有出现损伤及塑性变形。 

 

5 结语 
 

通过对星海湾金融商务区XH-15地块项目1号楼结构进行的三组地震记录的动力弹塑性分析，对本工程

结构在7 度（0.10g）罕遇地震（峰值加速度220gal）作用下的抗震性能评价如下：结构层间位移角均未超

过1/100，满足规范“大震不倒”的要求。大部分连梁出现了混凝土的受压塑性损伤，很好的起到了耗能作用。 

框架柱、核心筒墙在大震下基本处于弹性工作状态，表现出良好的抗震性能。对墙体损伤在0.2-0.3之间处

的墙体，采用特一级构造，增设钢骨的加强措施。2层结构楼板开大洞处部分楼板损伤均较其余楼层显著，

需对其配筋与构造进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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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永泰城主题乐园楼板振动舒适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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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呼和浩特永泰城室内主题乐园为例，利用时程分析方法，在节点施加动力荷载，求得不同阻尼比

下结构的加速度响应曲线，并参考国内外现有的楼板舒适度评价方法对楼板振动特性进行分析。目前国

内对此类主题乐园的楼板振动分析较少，本文的分析方法可为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关键词:主题乐园；楼板振动；舒适度；阻尼比 

 

1 引言 

 

本文参考国内外对人行荷载振动舒适度的研究成果，结合呼和浩特永泰城室内主题乐园的结构设计，

对不同阻尼比下楼盖的振动加速度进行分析，保证楼盖在机械动力荷载作用下的舒适度满足规范要求。 

   

2 国内外楼盖振动舒适度评价标准 

 

我国对楼板舒适度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应近年来我国建筑业快速发展的需求，许多学者和工程师

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国国家规范《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中也明确提出了楼盖振动舒适度的相关要求。国内外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计算方法有所不同，

目前 常用的舒适度评价标准是加速度限值法和频率控制法。 

2.1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10137-2007 

2.2 美国钢结构协会标准（AISC）                                                                    

2.3 中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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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实例 
 

3.1 工程概况 

本文基于呼和浩特永泰城室内主题乐园进行设计分析，该项目位于呼和浩特市南二环南部，后巧报路

以东，兴安南路以西，地下 3 层，地上 5 层，功能集人防车库、大型超市、餐饮百货、剧院及室内大型主

题乐园于一体。本文参考现有的楼盖舒适度评价标准，利用有限元软件 MIDAS 对跳楼机、过山车和水上

过山车所在位置楼板进行动力时程分析，根据分析结果，选取 3 个峰值加速度 大点为 不利控制点，分

析不同阻尼比下各个控制点位置楼板的加速度峰值变化规律。3 个 不利控制点处结构布置情况如图 4 所

示。 

3.2 动力荷载曲线 

本文结合过山车及跳楼机厂家提供的荷载数据，采用定点激励法在特定节点输入动力荷载，实际情况

每个节点包含 X、Y、Z 三个方向的荷载，由于 X、Y 方向荷载对楼板振动影响较小，实际分析时仅考虑

竖直方向的荷载。 

3.3 时程分析结果 

由于主题乐园楼盖的阻尼比难以确定，利用 MIDAS 分析时，考虑多种设备同时运行的 不利工况，

选取 0.01、0.02、0.05 三个阻尼比进行分析。 

 

4 结论 

 

本文参考国内外现有的舒适度评价标准，采用有限元软件 MIDAS 对不同阻尼比下楼盖的振动性能进

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目前国内外有关楼盖振动舒适度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人行荷载作用，对机械动力荷载作用下楼盖的振

动舒适度评价标准研究较少，可以参考《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采用频率与峰值加速度双重控制

对此类楼盖结构振动性能进行评价。 

2.过山车、跳楼机等动力荷载作用下楼盖的峰值加速度与阻尼比成反相关关系，与人行荷载作用下的

近似反比关系有所不同。 

3.由于本工程尚处于施工阶段，跳楼机、过山车等机械运行时楼盖的实际自振频率无法确定，待投入

运营后可通过实测进一步完善此类楼盖结构振动性能研究;本文的分析方法可为类似工程分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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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核心筒结构外框刚度合理控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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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构咨询工作 

 

摘  要：本文探讨框架-核心筒结构满足双重抗震防线要求的外框刚度合理控制问题。梳理已有的震害、振动台试

验以及弹塑性分析的研究成果，总结框架-核心筒结构的破坏模式，表明在较低外框剪力比例的情况下，

结构通常也能满足既定的性能目标，但较大的外框刚度对减缓、减轻核心筒破坏具有显著作用，在抵御

超预期地震的能力方面能提供有益的帮助。提出当结构高度较大时，在反映结构外框刚度大小方面，剪

力分担系数并非非常有效和直接，而倾覆弯矩的分担比例是更值得关注的参数。通过两个案例的对比分

析，说明外框倾覆弯矩分担比例对结构的抗震性能影响更大，并且在结构方案设计中更易于调整控制。

研究结论为框架-核心筒结构双重防线设计中的外框刚度合理控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框架-核心筒；剪力分担比例；倾覆弯矩分担比例；刚度控制；抗震性能  

  

1 研究背景 

 

为确保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地震作用下实现双重防线，我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对外框柱按刚度计算分配的地震剪力比例进行了限制。实际设计中当结构高度较大时，经常出现该规定难

以满足，或者由于要满足这一条要求而增加较大经济成本，设计难度增大。由此业界出现对这一问题的较

多争论，争论焦点在于到底是按承载能力控制即可，还是一定要按照刚度去控制。目前对这一问题仍存在

较多不同观点，本文基于外框刚度的合理控制开展研究，试图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2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主要分析框架-核心筒结构常见的破坏机制以及其抗震性

能与外框剪力分担系数的内在联系，分为震害规律研究、振动台试验结果规律总结，以及基于弹塑性分析

结果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采用框架-核心筒结构协同变形的连续化分析方法，从概

念上对外框刚度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外框刚度合理控制的主要观点。在此之后运用数值分析手段对提

出的观点进行论证，并 终形成结论。 

 

3 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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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有框架-核心筒结构的震害、振动台试验以及弹塑性数值分析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后，形成如下

认识和结论：（1）框架-核心筒结构的震害资料较少，美国一例钢框架-核心筒结构的震害案例显示内筒承

担全部的地震力，墙体破坏明显，外框基本没有出现破坏。（2）通过国内一些振动台试验反映出的结构性

能和破坏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1）模型结构承载能力很高，在罕遇地震下，无论核心筒还是外框柱，均

未出现明显破坏；2）破坏主要在核心筒连梁或墙肢中，外框结构基本不发生破坏或破坏较轻。（3）通过

对不同振动台试验的横向对比发现，外框刚度大的工程项目在大震下整体刚度退化程度较小，反之则退化

相对严重。（4）弹塑性数值分析结果显示当外框剪力分担系数较低时，通过提高构件的实际承载力，可以

使得结构满足预定的性能目标。 

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后认为，尽管外框分担剪力比例较低时通过保证承载力可以使整体结构满

足性能指标，但较大的外框刚度对对于延缓核心筒破坏的时间和减轻其破坏程度是有好处的，可以提高结

构抵御超预期地震的能力。但同时提出外框刚度大小与其剪力分担系数的对应关系并不直接，为此通过框

架与核心筒协同变形的连续化方法，分析了外框剪力分担系数的基本规律与刚度贡献的基本规律之间的关

系： 

   

图 1 不同刚度特征值外框剪力分担比例曲线      图 2 不同刚度特征值结构位降低移系数曲线 

图 1、图 2 反映的基本规律如下： 

（1）外框刚度的增加直接体现在总体结构位移的降低，且降低系数沿结构高度分布较均匀。 

（2）外框刚度增加使得部分楼层外框剪力分担比例增加趋势较明显，但底部若干层分担比例始终较

低，即便外框刚度增加幅度较大的情况下，底部几层的剪力分担比例仍然很难突破 10%。 

（3）外框剪力分担比例沿结构高度变化大是由于本身变形特征不同的剪力墙和框架柱 终协同变形

的结果，底部若干层分担比例小是固有特征，并非总是说明外框总体相对刚度偏弱。 

在结构高度较大时，整体结构弯曲变形的成分增加，提出一种观点——相比外框剪力分担比例，外框

倾覆弯矩的分担比例是更为直接、有效表征外框相对刚度大小的力学参数。 

通过两个案例研究外框倾覆弯矩分担比例变化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并比较剪力分担系数影响作用。

第一个案例为高度简化的单榀框架-剪力墙，第二个算例为 50 层的框架核心筒结构。通过采取一定的技术

措施，基本固定剪力分担系数和倾覆弯矩分担系数的其中一个参数，来研究另外一个参数变化的影响情况。

终对比结果表明，倾覆弯矩分担比例的调整控制更为方便，并且控制效果更好。 

 

4 主要结论 
 

1) 较大的外框刚度对减缓、减轻核心筒破坏具有显著作用，为框架-核心筒结构抵御超预期地震的

能力方面能提供有益的帮助。 

2) 当结构高度较大时，在反映结构外框刚度大小方面，剪力分担系数并非非常有效和直接，而倾覆

弯矩的分担比例是更值得关注的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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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算例对比研究表明，对超高层框架-核心筒结构而言，相比剪力分担系数，外框倾覆弯矩分担比

例对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影响更大。 

4) 在控制框架-核心筒结构外框刚度时，可适当弱化剪力分担系数要求；建议通过加强内筒和外框

的联系，提高外框倾覆弯矩的占比，从而提高外框刚度的发挥效率，避免在核心筒剪力墙发生严

重破坏后外框部分能力仍未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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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剪结构中剪力墙倾覆力矩的计算及软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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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框剪结构中规定水平力作用下结构底层框架柱所占倾覆力矩与结构总倾覆力矩的比例是一项很重要的判

断框剪结构 大适用高度、设计方法及框架和剪力墙构造措施的依据。对于框架柱倾覆力矩的计算规范

有明确的计算公式，但对剪力墙并没有给出，按照考虑剪力墙所有面外贡献的方式计算的剪力墙面外倾

覆力矩往往偏大，并没有真实反映出框架与剪力墙的数量关系。本文结合规范和 PKPM 软件提出的剪力

墙倾覆力矩计算的三种方式，结合某工程对于剪力墙按照有效翼缘方式计算的倾覆力矩计算结果进行分

析，为设计师在框剪结构设计中如何较为准确计算框架柱所占倾覆力矩比例提供一定的参考及建议。 

关键词：框剪结构；框架柱倾覆力矩；剪力墙倾覆力矩；框架柱倾覆力矩百分比；剪力墙有效翼缘 

 

1 基本方程    

 

 

 

 

 

 

 

 

2 主要研究方法 
  

按规范中提到的框架柱倾覆力矩计算的方法及剪力墙承载力计算时考虑腹板和有效翼缘的概念，将剪

力墙倾覆力矩的计算考虑腹板与有效翼缘的方式在软件中实现，通过在软件中提供相应的参数选项来考虑

不同方式的对剪力墙倾覆力矩的考虑。 

1 1

n m

c ij i
i j

M V h
 

 

min( , ,6 , )
2 10

i
i i

h H
L L

min( , ,6 , )
2 10

i
i i

h H
R L

1

( )
n

i i
i

L L R


 

2 2
0cos ( ) sin ( )xL L L  

2 2
0sin ( ) ( )yL L cos L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195 

 

3 主要研究内容         

  

对框剪结构中剪力墙面内与面外倾覆力矩的进行较为准确考虑，以便确定框剪中框架柱所占的倾覆力

矩来确定其设计方法、对应墙柱各自抗震等级及框剪结构 大的适用高度等。 

 

4 主要结论 

 

按规范对底层框架柱所占倾覆力矩比例的要求出发，提出三种考虑剪力墙面外倾覆力矩的方式，并分

析如何应用到实际工程中去。对于单向少墙框剪结构应该按照“只考虑面内贡献，面外计入框架”的方式

考虑剪力墙的倾覆力矩，对于一般框剪结构应根据混凝土规范要求，考虑有效翼缘，计算剪力墙倾覆力矩

时应按“只考虑腹板和有效翼缘，其余计入框架”方式考虑剪力墙与框架柱的倾覆力矩及比例关系。另外

强调在判断框剪结构体系时还应该结合结构的层间位移角变形曲线去综合把握，不能仅单纯依靠框架所占

倾覆力矩的比例去判断框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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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城市综合体商业动线范围楼盖舒适度分析 

 
刘畅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Liuchang@szu.edu.cn  

刘畅（1967-），博士，主要从事高 

层建筑结构设计、教学、科研工作

筑结构设计工作  

王志刚 
工程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672664549@qq.com 
高王志刚（1976-），学士，主要从

事建筑结构设计、教学、科研工作

筑结构设计工作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某实际工程项目的大跨度商业动线楼盖的舒适度分析。该商业动线范围柱网跨度为

20m~30m，楼盖采用钢梁加钢筋混凝土楼板的组合结构体系，钢梁两端简支于动线边缘的钢筋混凝土框

架柱或框架梁。本文采用时程分析方法，对楼盖施加节点动力荷载，力求真实模拟多人随机步行的结构

受力环境，计算结果表明，楼盖的整体振动特性与局部振动特性均满足规范要求，可以为类似工程提供

一定的经验参考。 

关键词：大跨度商业动线；楼盖舒适度；组合楼盖 

 

1 引言 
 

某城市综合体项目集超 5A 甲级写字楼、住宅、大型 Shopping-Mall 以及五星级酒店于一身，地面以上

五层商业裙房铺满基地，形成高端商业购物中心，东西宽约 200m，南北进深约 250m，总建筑面积 15.1

万 m²。地上 5 层总建筑高度 28m（结构板顶标高）。 

商业裙房主体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裙房内部采用 13m～20m 宽环形走廊连接各

家店铺，环廊中间设形状不一的天井贯通地上 1～5 层，首层设 3 个主要出入口分别通至室外。环形走廊

商业动线范围楼面梁采用钢结构，钢梁两端简支于动线边缘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及框架梁。 

项目总平面图及典型平面商业动线结构布置图见图 1、图 2。 

 

 

 

 

 

图 1项目总平面图 图 2典型平面商业动线结构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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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研究方法 
 

商业动线范围柱网跨度为 20m~30m，楼面梁采用钢梁，钢梁两端简支于动线边缘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

及框架梁。主要钢梁截面采用 H 型钢，梁高 1350~1380mm，间距 3~5m，采用 120~150mm 厚现浇钢筋混

凝土楼板，商业动线范围外的框架梁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采用 MIDAS GEN 2013 版软件进行计算分析。计算模型为杆系单元与板单元组成的整体模型。为简化

分析，只对商业动线范围楼板进行网格细分，网格尺寸划分小于或等于人群分布密度，经过对多个已建成

使用的大型商业建筑的调查发现，如果人群分布密度大于 1 人/2m²，则由于人员密度大而造成步行频率偏

小，产生的振动偏小，所以本工程人群分布密度取 1 人/2~3 m²，满布使用面积，网格尺寸划分为 1.4m×

1.4m~1.7m×1.7m。 

采用时程分析方法，对网格节点加载动力荷载，为真实模拟多人随机步行，每个节点动力荷载到达时

间取 0～0.5 秒随机数。时程函数采用连续步行(IABSE)函数，步行频率 2HZ。 

 

3 主要研究内容 
 

（1） 计算模型单元的选用和模型的建立 

（2） 计算自振周期及频率 

（3） 计算振动加速度 

（4） 分析楼盖舒适度 

对楼盖舒适度评估采用楼板整体振动特性与楼板局部振动特性的双控标准，即控制楼面结构的整体 

振动频率基本不小于 3HZ，且人行荷载作用下 大振动加速度小于 0.185m/s²。 

 

4 主要结论 
 
分析结果表明，商业动线范围楼盖结构的竖向振动频率及竖向振动加速度满足规范要求，即楼盖舒适

度满足规范要求。结构计算过程中为满足楼盖舒适度要求，做过结构布置的多方案比较分析，分析表明： 

（1） 加大楼板厚度或减小楼板跨度对降低结构的竖向振动频率及竖向振动加速度十分有效； 

（2） 钢梁布置的疏密及走向影响舒适度指标； 

（3） 荷载也是影响楼盖舒适度的因素； 

（4） 楼板的宽跨比对楼盖的振动加速度有影响； 

（5） 对于当舒适度指标难以满足要求的个别范围，可以采取布置减震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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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支撑框架节点抗震性能的研究 

 

崔瑶 

副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cuiyao@dlut.edu.cn 

崔瑶（1983-），副教授，主要从事钢

结构抗震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 项、国际合作交流科研项

目 2项  

张薇 

研究生 

大连理工大学 

ZHANGWEI555@mail.dlut.edu.cn 

张薇（1995-），研究生，主要从事

中心支撑钢框架结构的研究 

 

唐琦 

本科生 

大连理工大学 

Allen94@mail.dlut.edu.cn 

   

 
摘 要：支撑是中心支撑框架结构中主要的抗侧力构件，通过节点板将其与框架相连。节点板性能的优劣能够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中心支撑框架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本文以华盛顿大学的试验结果为标准模型，通

过有限元软件 ABAQUS 展开了参数分析。参数分析中选取节点板净距模型、切角及板厚为参数，详细研

究了不同参数对支撑框架节点的抗震性能的影响。分析证明使用设计恰当的节点板，中心支撑框架节点

的将有足够的变形能力确保支撑在跨中形成塑性铰；节点的设计应同时考虑其受拉和受压性能；此外，

节点板的设计中除了考虑支撑荷载之外，还应考虑框架对节点板的作用。 

关键词：中心支撑框架；节点板；抗震性能；有限元分析 

 

1 引言 

 

中心支撑框架结构作为一种典型的双重抗侧力体系，具有较高的初始抗侧刚度，保证了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的要求。在支撑失效后框架部分的强度和刚度仍可为整体结构提供能量储备，在常遇地震作用下能有

效地防止结构构件的破坏。与普通框架相比，中心支撑框架提高了材料的利用率，减小了梁柱的尺寸。 

节点板作为连接支撑与框架的主要构件，通过焊接和栓接将支撑与框架梁柱相连。节点板的破坏会导

致支撑构件和支撑框架强度和刚度相当可观的损失, 引起支撑框架的脆性破坏，从而引起体系侧向承载力

的显著降低。在以往的地震中显现出了大量的节点板破坏模式，包括焊缝断裂、节点板屈曲、节点板及支

撑净截面断裂等脆性破坏，因为这些脆性破坏的发生，导致支撑无法继续工作，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我国《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2015）和《建筑抗震规范》（GB50011-2010）中对中心

支撑框架节点的抗震设计给出了相应的规定。各规范主要给出了节点板受拉承载力的计算公式，要求其受

拉承载力大于支撑，并给出了相应的构造要求。虽然我国现行规范中考虑避免中心支撑框架节点的脆性破

坏，但是并无法对中心支撑框架节点的损伤顺序进行控制。 

 

2 主要研究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51678106）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199 

本文将结合华盛顿大学已完成的中心支撑框架的试验，利用商业有限元软件ABAQUS进行建模分析，

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有限元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并以此建模方法为基础进行详细的参数分析，研

究在循环荷载下不同节点板形式对中心支撑框架节点受力性能的以及支撑工作性能的影响。 

 

3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选取节点板的净距模型、切角大小、及板厚度为参数，建立了 7 个模型进行参数分析。其中模型

EC 为标准模型，模型 LC 的节点板则采用规范中建议的 2 倍节点板板厚的直线净距进行设计。模型 EC15

和 LC15 的节点板板厚均从 9.5mm 增加为 15mm。模型 ECT15、LCT15、LCT25 的节点板则是在模型 EC

和 LC 的基础上分别切角 15º 或 25º。 

对比各模型的破坏形式可以发现：随着节点板的大小或形状改变，模型的破坏形式主要为支撑压屈和

节点板屈曲两种。模型 EC、EC15、ECT15 及 LC15 的破坏形式均为支撑压屈，即 终支撑在跨中形成塑

性铰；而模型 LC、LCT15 及 LCT25 的破坏形式均为节点板压屈，即节点板被压屈，而支撑上没有形成塑

性铰。对比模型计算的骨架曲线，7 个模型的刚度相差不大，正向加载的 大承载力差别较小，但 7 个模

型的负向加载承载力相差较大，并且与模型破坏形式相关。当模型破坏形式为节点板压曲时，在节点板失

效之后，支撑不再工作，侧向力主要由框架承担，负向加载承载力较低。当模型破坏形式为支撑屈曲时，

支撑进行屈曲后的耗能，负向加载承载力提高。由于节点板可以看做梁柱的加劲肋，对梁柱提供了一定的

约束效应，体系的正向加载承载力随着节点板与梁柱连接长度的增大而增大。 

从参数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当节点板屈曲发生时，模型中的支撑的工作效率将严重降低。利用 Thornton

提出的受压板柱模型计算节点板稳定承载力，并与通过有限元计算得到的模型中支撑 大的轴向压力进行

比较，可以发现：对于破坏形式为支撑受压屈曲的模型，节点板的受压承载力均远远大于支撑的 大轴向

压力；而对于节点板压屈破坏的模型，节点板的受压承载力仍大于支撑的 大轴向压力。这是由于在计算

节点板受压承载力时没有考虑节点板与其相连接的框架的相互作用。当支撑受压时，框架梁柱节点发生“开

合”变形，节点板除了受到支撑传递的轴压力之外，还将受到框架对其产生的向外的拉力。因此，在支撑

框架节点的抗震设计中，需要考虑框架对节点板的作用。 

 

4 主要结论 
 

本文对中心支撑框架节点的抗震性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一下结论： 

（1）节点板是中心支撑框架节点中的关键构件，当其失效后，支撑将不再工作，侧向力主要有框架

梁柱承担。 

（2）随着节点板切角增大，体系抗侧承载力降低。在满足构造要求的情况下，对椭圆净距模型来说

影响较小；对直线净距模型来说，随着切角的增加，框架承担侧向力增加。 

（3）当节点板受压承载力小于支撑受压承载力时，节点板先于支撑发生破坏，建议在设计中验算节

点板的受压承载力。 

（4）节点板的不仅承担支撑传递的力，也包括在框架变形时，梁柱夹角变化的影响，建议在设计过

程中考虑梁柱夹角变化对节点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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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SAGE-CHK 软件辅助进行连梁式剪切消能器的优

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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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非线性优化软件 SAUSAGE-CHK 和非线性分析软件 SAUSAGE,对连梁式剪切消能器的优化设

计进行了研究。通过使用 SAUSAGE-CHK 计算得到的连梁刚度折减系数，反映了连梁刚度退化及能量

耗散情况。根据准确的连梁能量耗散分布，给出了连梁式剪切消能器在结构中的布置方案。 后通过

SAUSAGE 时程分析，证明了消能器优化结果的合理性及其耗能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连梁；剪切消能器；刚度折减系数；SAUSAGE；SAUSAGE-CHK 

  

1 引言  

  

在剪力墙结构中，一般将连梁作为主要的耗能构件，在地震作用下使其先于墙肢屈服破坏以保护整体

结构。但是实际工程中，连梁的耗能能力有限，且损伤后连梁可修复性也存在问题。因此，在提高连梁的

耗能能力及改善其可修复性方面，不少学者都做了相关研究，但如何对其布置并进行优化设计尚鲜见相关

研究。本文首先对普通剪力墙结构通过 SAUSAGE-CHK 确定不同部位连梁非线性破坏程度，其次用剪切

消能器替换破坏严重部位连梁， 后通过 SAUSAGE 非线性分析的能量结果证明本文优化方法的效果。 

 

2 连梁刚度折减系数与 SAUSAGE-CHK 软件 
 

 SAUSAGE-CHK 软件计算结果可以无缝嵌入 SATWE 弹性设计软件，用户可轻松实现连梁刚度折减系

数和附加弹塑性阻尼比的计算，并直接将结果返回 SATWE 软件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设计。SAUSAGE-CHK

软件使用 SAUSAGE 软件计算内核进行非线性动力时程分析，不但可以使剪力墙连梁的设计更加合理，还

可以通过附加弹塑性阻尼比的引入一定程度上节省连梁的计算钢筋，起到科学优化、节省钢筋的作用。 

 本文即采用 SAUSAGE-CHK 软件准确计算得到剪力墙结构不同部位连梁刚度折减系数，并作为进一

步进行连梁型阻尼器优化布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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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梁式消能器优化布置 
 

连梁刚度折减系数一方面反映的是连梁刚度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体现地震作用下能量在连梁上

耗散的情况，即相同情况的连梁，刚度退化越严重，耗散的能量一般也越多。因而布置消能器时，一般将

其布置在能量耗散较多的位置，以达到较好的耗能效果，充分实现其消能的功能。因此，可以将

SAUSAGE-CHK 计算得到的连梁刚度折减系数作为连梁能量耗散分布情况的“求解器”，用来指导连梁剪切

消能器的布置方案优化设计。 

 

4 SAUSAGE 减震结构时程分析 
 

    SAUSAGE 软件的研发团队包括多位长期从事国内、外知名非线性分析软件研发与应用的行业专家，

采用精细网格非线性壳单元模拟剪力墙非线性性质，结果准确，计算高效，是目前行业内少数能够与国际

权威非线性分析软件 ABAQUS 进行“背靠背”校核的非线性软件，SAUSAGE 软件的计算精度在国内几十

家大型设计院的上百个大型复杂工程中得到了验证。 

通过把两种减震结构的减震后能量的转化量进行对比。说明在使用相同数量和相同参数消能器的情况

下，根据 SAUSAGE-CHK 软件得到连梁刚度折减系数布置的消能器耗能效率远大于人为布置；根据连梁

刚度折减系数进行减震消能器布置可行且效果很好。 

 根据连梁刚度折减系数分布图，在 SAUSAGE 软件中设置对应的连梁式剪切消能器，采用抗震结构中

相同地震动进行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将减震结构与抗震结构的时程分析能量结果进行对比。由于消能器

的布置，增加了结构整体的耗能水平同时降低了结构的应变能，达到了耗能减震的效果。 

 

5 结论 
 

（1）本文通过使用非线性优化软件 SAUSAGE-CHK 和非线性分析软件 SAUSAGE，首次尝试将连梁

刚度折减系数用于连梁式剪切消能器的布置，给剪力墙结构连梁式消能器的布置提供了一种较为科学的优

化设计方法，相同的原理也可用于可更换连梁的优化布置。 

（2）在相同的消能器参数和相同数量的消能器条件下，根据本文提出的方法得到的减震结构优化方

案，其消能器表现出的整体耗能效率要明显高于人为经验性的布置方案。不失为一种科学有效的减震优化

布置方法和减震结构初步设计的基础工作。由 SAUSAGE-CHK 软件进行消能器优化布置简单、可行、有

效。 

（3）本文虽然着重讨论了典型剪力墙结构的减震方案优化，但 后的实际工程算例同样证明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可以在实际工程设计中进行使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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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框架-剪力墙结构商住楼基于二道防线的 

地震剪力调整研究 

 
刘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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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土木系在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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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建筑结构设计 

 

  

 

摘  要：以一个典型的框架-剪力墙结构实际工程为例，探讨了弱框架-剪力墙在商住楼项目中应用所带来一系列

结构计算难题：地上管道夹层上下刚度比问题；弱框架地震剪力调整问题。通过对几个结构方案计算结

果的深入分析对比，阐述了实际工程设计中如何正确理解规范条文；指出对于此类因地上夹层及框架柱

相对较少的商住楼，对框架部分的地震剪力调整给予足够的重视；提出并验证了弱框架结构夹层的存在

可按加强层对待进行地震剪力调整的观点；提出并验证了基于弹塑性内力重分配的二道防线调整系数法

对于本工程的二道防线的地震剪力调整的适用性。 
关键词：弱框架-剪力墙结构；层刚度比；地震剪力调整；设备夹层；加强层 

 

1 工程概况 
 

所选工程为一栋地下三层，地上为31层框架剪力墙公寓综合楼。塔楼总高为99m，地下一层层高2.5m，

此层顶板作为整个楼的嵌固板;首层~三层为附带几跨裙房的商业，层高依次为 6m，6m，4.8m；第 4 层为设

备夹层层高 2m；其上为 27 层公寓楼层，层高 2.95m。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抗震设防分类为丙类，设计

地震分组为第二组。建筑场地类别为Ⅲ类，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2g。 

 

2 主要研究方法 
 

本工程地上 2m 层高设备夹层的存在使得楼层刚度比很难满足规范要求；同时也是因为夹层的存在及

本工程弱框架的特点使得在两个 0.2V0（裙房段和标准层段）调整段的框架部分地震剪力调整系数都异常

大，局部楼层接近 4，这使得部分楼层框架部分柱、梁截面增大，配筋困难。针对上述问题笔者通过六个

结构设计方案模型反复试算、认真研究对比计算结果，并且查阅大量有关文献，终于在兼顾了结构的安全

性与经济性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设计，并且总结提出了此类结构形式的设计经验，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

设计观点。 

 

3 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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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方案一：常规设计（以下方案全以此方案为基础进行设计调整） 

考虑首层~三层层高较高而4层设备夹层层高仅为2m，存在显著的刚度变化，在初期结构竖向构件（墙、

柱）布置上考虑尽量增大 3 层及以下墙柱截面尺寸，缩小 4 层设备夹层及以上各层竖向构件截面尺寸，从

而减小此位置的刚度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但此方案计算结果则是：设备夹层及其下一次刚度比不满足规范

限值要求；两个 0.2V0（裙房段和标准层段）调整段的框架部分地震剪力调整放大系数都异常大，局部楼

层接近 4，部分楼层框架结构构件超筋现象严重。 

3.2 方案二：增大三层顶楼盖刚度，减小夹层顶楼盖刚度 

调整目的：通过调整楼盖刚度来调整夹层及其下一层刚度比；观察各层地震剪力调整放大系数变化。

计算结果：刚度比变化不大，略有好转，按高规 3.5.2 条计算满足限值要求；各层地震剪力调整放大系数

相比方案一不降反升。 

3.3 方案三：减小三层楼盖刚度，减小夹层楼盖刚度 

调整目的：通过调整楼盖刚度来调整夹层及其下一层刚度比；观察各层地震剪力调整放大系数变化。

计算结果：刚度比变化不大，略有好转，按高规 3.5.2 条计算满足限值要求；各层地震剪力调整放大系数

相比方案一、二有明显降低。 

3.4 方案四：设 4 层设备夹层为“加强层” 

调整目的：此设备夹层导致了楼层刚度突变，从而导致了全楼框架部分地震剪力系数不正常，是和规

范规定的“加强层”有相同的作用，其上下层及本层在二道防线地震剪力调整时应该被剔除。计算结果：

刚度比相对二、三方案无变化；各层地震剪力调整放大系数与方案三相比有所降低。 

3.5 方案五：基于弹塑性内力重分配的二道防线调整系数法 

调整目的：基于指定性能水准下的结构预期的弹塑性发展状态，进行结构在侧向荷载下的内力重分布

计算，从而获得构件内力的调整系数。计算结果：刚度比无变化；各层地震剪力调整放大系数首层~3 层在

1.1~1.3 之间，4 层（夹层）以上减小到 1.0~1.1 之间，符合一般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所承担的倾覆力矩

在 30%左右的情况）的剪力调整特征。 

3.6 方案六：外围短肢剪力墙变改为框架柱的计算模型 

调整目的：改本工程外围短肢剪力墙为框架柱，从而增加框架柱数量，使之变为非弱框架-剪力墙结构。

计算结果：刚度比无明显变化；各层地震剪力调整放大系数基本控制在 1.0~1.2 之间，首、二层和顶层稍

大，6~27 层调整系数为 1.0 符合一般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所承担的倾覆力矩在 30%~50%）的剪力调整特

征。 

 

4 主要结论 
 

4.1 对于以弯曲变形为主的结构采用《高规》“考虑层高修正的楼层侧向刚度比”和采用《抗规》“位

移角比值”的方法判断侧向刚度规则性，可真实地反映此类结构因楼层层高的变化而导致侧向刚度的变化，

结构概念明确，与工程实践一致，是对现行规范方法即“地震作用下的层剪力与层间位移的比值法”的很

好补充。 

4.2 在规定水平力作用下结构底层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比值只占

10%~15%左右的这种弱框架-剪力墙结构，各楼层框架部分对楼层剪力分配的变化较为敏感，容易导致局部

楼层的框架承担的地震剪力有较大幅度波动，特别是存在设备夹层这种层高较小的楼层时，容易致使整个

地震剪力调整段内所有框架柱及和其相连框架梁配筋陡然增大。实际设计中应对此类结构的框架部分地震

剪力调整给予足够重视，通过一些方法调整框架剪力突变的楼层，使整楼框架部分配筋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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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本工程第 4 层夹层因其层高为 2m，其层刚度明显变大，且对本楼整体刚度均有明显增强，笔者认

为可将此层看做结构主体广义上的一个加强层来处理。通过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开发的 SATWE 软件中“基

于弹塑性内力重分配的二道防线调整系数方法”的计算验证，以及与方案一~方案三模型对比，方案四中

将第 4 层夹层设置为“加强层”并按《抗规》或《高规》相应规定进行框架部分剪力调整所得的计算结果

不仅是合理的，同时也是安全可靠的。 

4.4 对于类似于本工程这种弱框架-剪力墙结构，当外围布置截面高厚比≥4 且≤8的短肢墙，且有框

架连与其平面内外均有刚性连接的情况，应考虑按柱进行输入计算，使之变为“正常情况”的框架-剪力

墙结构（框架所承担的倾覆力矩在 30%~50%），其计算结果将更加安全、合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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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在云南省三七种植工厂结构设计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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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农业设施进行结构设计，在满足功能使用要求外，创新运用 BIM 技术提出解决结构专业与建筑、

给水、暖通、电气的协同办法，云南省三七种植工厂设计实现了全专业三维协同，特别是与各专业配合

解决工程关键环节，做到精准设计，为工程项目节省投资取得明显成效。 

关键词：BIM；结构设计；桁架 

 

1 引言 
 

云南省三七种植工厂是云南省三七生物技术与制药工程研究中心的实验基地，建筑面积为 2.4 万平米，

种植工厂采用全自动化现代农业技术种植三七，工厂建筑功能要求自动一体化，建筑结构与设备标准化，

特别是在全省推广中实现建造低成本，满足三七种植的经济价格。如何在满足种植工艺要求的前提下，让

种植工厂结构成本 低，让各专业精准实现设备、管线等安装，让甲方准确把握投资进度。 

 

2 工程概况 

 

工程位于云南省石林县鹿阜街道站屯村，总用地面积 50 亩，建筑面积 2.8 万平米，一共六个种植工厂，

建筑单体平面尺寸为 45m×91m，排架跨度为 15m，柱距为 7m，层高 4.8m。建筑单体为地上一层排架温

室结构，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三级，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20 年。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丙类，抗震设防基本烈

度为 8 度，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建筑场地类别Ⅲ类，地基基础的设计等

级为丙级。建筑环境类别：上部结构一类。框架抗震等级：二级，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三级。风荷载：基

本风压值为 0.30kN/m 2，雪荷载：基本风压值为 0.30kN/m 2，温度作用考虑+20~‐20C°。 

 

3 结构设计 
 

3.1 结构选型 

由于本工程建筑选型主要根据三七种植工艺，其中涉及种植自动化流程、采光量与遮阴网布置、通风

要求、设备放置要求。在建筑及工艺专业提出的选型限制条件下，给出建筑平面尺寸为 45m×91m，单跨

15m，共三跨；柱距为 7m，共七组。根据通风、采光计算及种植工艺，确定的建筑净高 2.8m，桁架矢高

2.0m，如图 1。为保证工程的经济性，结构选型只能考虑其结构体系，结构构件的布置形式从概念和设计

方案得出较优的结构形式。通过试算比较，分别采用了不同支撑连接方式，不同间距的腹杆布置，不同柱

间传递模式的结构方案。 终以满足计算要求，用钢量 低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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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构计算指标与分析 

目前农业设施基本由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设计施工完成，并未对结构做专门分析，出现标准不一，追

求造价 省，存在安全隐患，设计不合理，时常发生垮塌等事故。本文梳理了现行规范与计算指标。对农

业设施结构设计给出了参考。 

3.3 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计算条件及指标，分析计算结构满足现行规范及技术要求。 

 

4 BIM 在结构设计优化运用 
 

4.1 BIM 在结构选型中的运用 

由于本工程设计专业较多，工艺复杂，要求建筑结构功能满足特殊性。特别是建造过程要标准化，施

工速度快。结构在选型时，将考虑所有专业细节，协调各个连接大样，满足功能要求,及其特点表现。 

4.2 BIM 在结构优化中的运用 

此次设计中，包括专业全面，工艺要求复杂，加之时间紧，特别是要求标准化和低成本的要求，加大

设计难度，在解决以上问题时，结构运用 BIM 技术优化了与各专业配合交集处的构件，快速准确的找到解

决方法，满足各个专业的要求。及其优化表现的四个方面。 

 

5 结论 
 

本文创新的提出了运用 BIM 技术解决各专业协同配合办法，特别是结构专业通过 BIM 技术从结构方

案到施工图设计全周期的完成设计优化，云南省三七种植工厂实践取得一定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BIM 技术可视化对结构方案设计的影响，针对钢结构形式，构件布置的合理性直接影响计算结果，

特别是前期方案与建筑功能的配合，可直观和快速的提出解决办法。 

2、结构专业与各专业协同设计的解决办法，构件的信息化和参数化直接影响了各专业区分工作标准

与业务范围。 

3、结构设计优化的直接效应，创新利用碰撞检测技术对钢结构节点与构件优化提出解决办法。 

总之，通过本文的实践对结构设计创新运用 BIM 技术提供了经验，随着日趋复杂的设计与市场需求的

精准性，更好的运用 BIM 技术，将其与结构设计结合，提高设计水平与能力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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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探讨了型钢混凝土柱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平截面假定和叠加方法的关系。证明了在刚塑性材料假定

下，采用平截面假定方法的压弯承载力计算结果是允许滑移的叠加方法的上限解。结合算例分析，指出

在型钢混凝土柱压弯承载力计算中：1）叠加法也可以考虑钢和混凝土的共同工作，其共同工作在所选用

的轴力分配关系中体现，2）在刚塑性假定下，一般叠加法的解采用了平截面假定下的型钢和混凝土轴力

分配关系，一般叠加法和平截面假定方法等价，一般叠加法的解对应无滑移的状态。3）基于叠加法的《钢

骨混凝土设计规程》（YB 9082-2006）采用了近似平截面假定下的型钢和混凝土轴力分配关系，和采用平

截面假定的《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2016）没有本质区别。 

关键词：压弯承载力；轴力分配；共同工作        

 

1 引言          

 

型钢混凝土柱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类型：1）基于钢结构的计算方法，如美国 AISC 

360 (2010)标准，是对钢结构计算方法进行调整而得到，该方法较为粗糙，2）基于平截面假定的计算方法，

如前苏联、美国 ACI318 (2008)、欧洲 Eurocode 4(2004)、我国《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2016），认

为型钢和混凝土组成的截面符合平截面假定。3）叠加方法，如日本 AIJ 标准（2014）[1]和我国《钢骨混凝

土设计规程》（YB 9082-2006）。 

型钢混凝土柱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由于《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2016）采用基于平截面假

定的方法进行，《钢骨混凝土设计规程》（YB 9082-2006）采用叠加方法，对其异同有必要进行对比研究，

以指导设计。 

 

2 平截面假定方法和一般叠加方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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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严格证明了，刚塑性材料假定下，平截面假定方法计算结果是叠加方法的上限解，即平截面假定

方法和一般叠加方法计算结果相同，一般叠加法和基于平截面假定的方法等价。 

压弯承载力计算时，叠加法可以考虑钢和混凝土的共同工作，其共同工作在所选用的轴力分配关系中

体现。其中，一般叠加法的解所考虑的共同工作等同于平截面假定，即完全的共同工作，对应型钢和混凝

土之间无滑移的状态。 

对型钢混凝土柱压弯承载力的计算，我国《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2016）为基于平截面假定的

方法，我国《钢骨混凝土设计规程》（YB 9082-2006）虽然为叠加法，然而其轴力分配关系式（1）是基于

大量平截面假定下数值分析结果得到的，式（1）基本上符合平截面假定下的轴力分配关系，可以认为它

近似采用了平截面假定下型钢和混凝土轴力分配关系，该叠加法本质上等同于平截面假定方法。因而，对

型钢混凝土柱压弯承载力的计算，这两本标准没有本质区别，计算结果的差异来源于计算参数的取值。 

s b

s0 u0 b

N N N

N N N




                              
（1） 

式中， sN 为型钢轴力，N 为总轴力， s0N 为型钢全截面抗压强度， u0N 为柱全截面抗压强度， bN 为

界限破坏时轴力、对常规型钢对称布置截面可近似取中和轴通过形心时的轴力。 

 

3 算例分析及轴力分配关系的解释 

   

为便于理解型钢和混凝土之间的轴力分配关系及其影响，本文进行了算例分析，主要对比了自由滑移

和平截面假定两种状态下的轴力分配关系。本文定义的自由滑移状态为，不考虑型钢和混凝土界面粘结力

及摩擦力，即允许型钢在混凝土内“自由滑移”，且假定型钢部分和混凝土部分各自符合平截面假定。型钢

和混凝土两部分在截面内没有分离，因而受弯时挠度一致、曲率一致。 

算例分析可知：1）自由滑移对应一种特定的轴力分配关系，由于平截面假定下的轴力分配对应各轴

力分配下压弯承载力的上限，和平截面假定相比，自由滑移降低了型钢混凝土柱的整体压弯承载力。2）

轴压力水平较低时，和自由滑移相比，平截面假定下型钢呈受拉状态，导致钢筋混凝土部分承担了较多的

压力，提高了钢筋混凝土部分的压弯承载力，进而提高了整体的压弯承载力。3）平截面假定下的轴力分

配关系和式（1）给出的简化公式基本一致。 

同时，本文还进行的大量算例分析表明，对型钢对称布置的柱，常见设计轴压比 0.3~1.0 时，同一轴

压力下，自由滑移状态和平截面假定状态下的受弯承载力差异程度在 10%左右，而对型钢不对称布置的柱，

差异程度可达 30%，因而，一般地，常见设计轴压比 0.3~1.0 时，对型钢对称布置柱的压弯承载力计算，

可不考虑滑移的影响。 

 

4 主要结论            

 

1）在刚塑性材料假定下，采用平截面假定方法的压弯承载力计算结果是允许滑移的叠加方法的上限

解。在压弯承载力计算中，刚塑性假定下，一般叠加法的解采用了平截面假定下的型钢和混凝土轴力分配

关系，一般叠加法和平截面假定方法等价，一般叠加法的结果对应无滑移的状态。 

2）叠加法可以考虑钢和混凝土的共同工作，其共同工作在所选用的轴力分配关系中体现。 

3）对型钢混凝土柱压弯承载力计算，采用叠加法的《钢骨混凝土设计规程》（YB 9082-2006）轴力分

配关系基本上符合平截面假定下的轴力分配关系，该叠加法本质上等同于平截面假定方法，它和采用平截

面假定的《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2016）没有本质区别，计算结果的差异来源于计算参数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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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荷载下材料的力学特性 
 

 

摘  要：以相关试验为基础，利用有限元软件MSC. Marc数值模拟了钢骨(钢管)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和钢管-双层钢

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通过构件应力状态云图揭示了组合剪力墙在荷载作用下的微观受力状态；通过计算墙体水

平荷载-位移曲线分析了组合剪力墙的承载力，构件延性，耗能能力与试验值的相对误差。结果表明：有限元分析

计算值与试验结果值吻合较好，在MSC. Marc中利用壳元能够有效模拟组合剪力墙的力学性能、变形以及破坏模

式；建模时选取的材料本构与单元属性比较准确，利用MSC. Marc建立的非线性有限元模型精度比较高，为以后

结构分析的应用提供依据。 

关键词：组合剪力墙；MSC. Marc ；弹塑性有限元分析 

 

1 引言 

 

基于钢骨（钢管）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和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试验，利用大型有限元软件 MSC. Marc

建立组合墙体非线性模型，进行弹塑性有限元分析，计算结果和试验值比较接近，验证了有限元建模方法

的准确性。 

 

2 主要研究方法 

 

在有限元软件 MSC. Marc 中，利用壳元建立墙体，选择合适的材料本构关系、单元类型以及网格划分

方法，严格按照试验中构件尺寸，材料特性以及加载制度对组合剪力墙模型进行推覆分析，得出构件变形

和受力情况，从而得出有限元模型的精确度，寻找模拟组合剪力墙的简化建模方法。选取理想弹塑性材料

模拟混凝土的性能，图 1 为钢筋本构关系，其中 fu 为钢材极限抗拉强度，εu 为钢材的极限应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378167,5140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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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钢筋受拉应力-应变关系 

 

3 主要研究内容 

 

基于两类组合剪力墙的试验，共建立试验中 9 片墙体的有限元模型，计算得到墙体荷载-位移曲线和微

观应力、应变云图，得出墙体的损伤情况以及承载力、变形与耗能能力，并与试验结果对比，和试验破坏

结果比较接近，说明壳单元模拟剪力墙体的精确度基本满足工程要求，图 2 为分层壳单元示意图。 

 

图 2 分层壳模型示意图 

 

4 主要结论 

 

1) 本文利用大型通用有限元软件 MSC. Marc 建立的模型的变形能力、承载力以及耗能能力和试验值

误差较小，微观应力应变所反映的试件破坏形式以及水平荷载-位移曲线结果和试验结果比较吻合。 

2) 在 MSC. Marc 中利用 Shell 壳单元能较好的模拟墙板，同时混凝土约束本构关系能较好的模拟箍

筋和拉结筋的作用，材料非线性与几何非线性的模拟效果比较好。 

3) 模型几何属性、单元属性和材料属性比较准确，可以为进一步研究组合剪力墙的抗震性能提供参

考。 

 

 

 

 





0 u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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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轴压比高延性混凝土短柱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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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 3 个 HDC 短柱试件、1 个 RC 短柱对比试件，通过低周反复加载试验，研究其破坏机理、变形能

力及耗能能力。试验结果表明：（1）与 RC 短柱相比，高轴压比下 HDC 短柱的变形能力、耗能能力及抗

震性能高于 RC 短柱；（2）高轴压比下 HDC 短柱将发生具有一定延性的粘结破坏；（3）采用 HDC 可显著

改善短柱的脆性剪切破坏模式，提高关键构件的抗震性能和损伤容限，减小或免去强震后的修复费用。 

关键词：HDC 短柱；抗震性能；变形能力；延性；粘结破坏 

 

1 试验概况 
 

试验共制作了 3 个 HDC 短柱和 1 个 RC 短柱作为对比试件。 

表 1 试件设计参数表 

试件 
编号 

剪跨比 
/λ 

箍筋直径及间距 体积配箍率 
竖向荷载 

/kN 

设计 
轴压比 

/n 

破坏 
形态 

RC1 2.0 C8@60 1.46% 1031.3 0.80 剪切 

HDC2 2.0 C8@60 1.46% 687.5 0.68 剪切 

HDC3 2.0 C8@60 1.46% 859.4 0.84 粘结 

HDC4 2.0 C8@60 1.46% 1203.1 1.19 粘结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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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1                     HDC2               HDC3                HDC4 

 
图 1 各试件荷载-位移滞回曲线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7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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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试件特征点及位移比较 

试件 
编号 

开裂荷载
P /kN 

开裂位移
∆ /mm 

屈服荷载
P /kN 

屈服位移
∆ /mm

极限荷载
P /kN 

峰值位移
∆ /mm 

峰值位移角
θ=∆ /  

极限位移
∆ /mm 

延性系数
μ=∆ /∆  

极限位移角
θ=∆ /  

RC1 220 1.29 359.44 4.05 450.85 8.65 1/58 9.51 2.70 1/53 

HDC2 200 2.49 299.34 4.90 417.31 13.79 1/36 18.30 3.74 1/27 

HDC3 200 2.37 315.85 5.08 424.01 12.40 1/40 18.60 3.66 1/27 

HDC4 240 1.93 333.78 4.31 434.61 9.42 1/53 13.51 3.1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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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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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试件骨架曲线 

通过对各组骨架曲线及特征点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1）采用 HDC 能显著提高短柱的变形能

力。（2）采用 HDC 能显著提高短柱的延性，改善短柱的脆性破坏模式。（3）轴压比增大时，HDC 短柱容

易发生剪切粘结破坏。（4）HDC 短柱的延性随轴压比增大而降低。 

表 3短柱试件耗能计算 

试件编号 
累积耗能（kN·mm） 

屈服荷载 峰值荷载 极限位移 

RC1 1717.4 6103.98 23316.00 

HDC2 2754.27 14900.80 37762.08 

HDC3 2264.86 12250.56 44438.42 

HDC4 1999.87 7263.16 25428.87 

采用 HDC 代替混凝土，可提高短柱在不同性能水平下的耗能能力和耗能潜能，尤其是构件在破坏阶

段的耗能能力；HDC 短柱的耗能能力和耗能潜能随着轴压比的增大而降低。 

 

3 性能指标 
 

无论是在发生剪切粘结破坏还是剪切破坏，HDC 短柱在不同性能水平下的变形能力均明显高于 RC 短

柱。 

表 4 短柱的性能指标量化 

试件 
编号 

基本完好 轻微损坏 中等破坏 接近严重破坏 

顶点 
位移 

位移角 
顶点 
位移 

位移角 
顶点 
位移 

位移角 顶点位移 位移角 

RC1 1.49  1/336 4.30  1/116 7.30  1/68 10.30  1/49 

HDC2 3.91  1/128 7.83  1/64 12.89  1/39 16.83  1/30 

HDC3 2.37  1/211 6.40  1/78 12.40  1/40 15.41  1/32 

HDC4 1.93  1/259 4.86  1/103 9.42  1/53 12.42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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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随着轴压比增大，HDC 短柱的破坏形态由剪切破坏转变为沿纵筋的剪切粘结破坏。 

（2）表明在高轴压比作用下，HDC 短柱能显著提高短柱的变形能力。 

（3）随着轴压比增大，HDC 短柱的延性和耗能能力逐渐降低，但远高于普通混凝土短柱。 

（4）在高轴压比作用下，HDC短柱不同性能水平下的变形能力明显高于 RC短柱，并且采用 HDC短柱

可满足我国规范对框架结构中竖向构件的变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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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框架柱设计的探讨 

 
吴文博 

 

李立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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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计算分析、抗震设计和 ETABS、

SAP2000 等软件的技术研发与支持 

李立（1980—），硕士，主要从事结

构计算分析、抗震设计和 ET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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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舒    

教授级高工    

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lics@cisec.cn    

 

摘  要：根据我国现行抗震规范的规定，说明了抗震设计中考虑双向水平地震作用的必要性，对比分析了柱在双

向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应如何正确取值；并通过工程算例验证了，对于框架柱设计不论是否为规则结构都

应考虑双向地震作用，不合理的设计（内力取值）会导致配筋结果明显偏小，造成柱承载力设计不安全，

而且柱的设计应当采用通用的双偏压设计方法。 

关键词：双向地震作用；柱的双偏压设计	
 

1 抗震设计中考虑双向水平地震作用的必要性 
 

由于双向地震作用的客观存在性，双向水平地震作用引起的结构效应叠加将不可忽视，各国已经相继

把双向地震作用列入规范内容。我国规范是对两个主轴方向的单向地震作用效应进行组合以考虑 不利地

震作用效应，此方法也被称为方向组合。这种处理方法也与 UBC97 及 EC8 等规范的基本思路相同。 

对于规则结构，我国规范并未要求考虑双向地震作用，所基于的理由是：规则结构在双向地震作用下

的反应仍表现出明显的平面可分解性，将这类结构假设为平面模型且认为某主轴方向的抗侧力构件仅承担

该方向的地震作用，既接近结构的实际受力机理又符合结构抗震设计的简化原则。但是对于框架柱，一般

需要承担两个方向的地震作用，不能简单地认为框架柱只承担单方向的地震作用。美国规范 UBC97 中

1633.1 条就规定，柱参与两个或更多的抗侧力体系时需要考虑双向地震作用。 

 

2 柱按双偏压设计的必要性 
 

严格来讲，钢筋混凝土柱不存在纯粹的单偏压受力状态，都应该按双偏压设计，只有当一个方向的弯

矩值远小于另一个方向的弯矩值时，才可以简化按单偏压近似计算。传统柱的单偏压设计是基于手工计算

配筋，而双偏压设计一般不能采用手算方法。任意截面的柱，其受力状态应表述为(P, Mx, My)的形式，而

正截面承载力可以表达为 PMM 相关面的形式，然后通过受力状态点(P, Mx, My)与 PMM 相关面的空间关

系，来计算截面的承载比（Demand/Capacity ratio，DC 比）。因此强行将三维受力状态(P, Mx, My)视为(P, 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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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P, My)两种单偏压受力状态用于设计配筋在概念上是错误的，多数情况会出现承载力不足，其根源是忽

视了柱的内力相互作用问题。 

由于按双偏压设计计算过程复杂且具有多解性（与布筋形式有关），很难进行手算，因此多需采用软

件进行计算。目前，常用的商业软件已经可以实现柱按双偏压进行设计。PKPM、ETABS、CiSDesigner 等

软件可以基于一定的假定下实现柱的双偏压设计，三个软件都参考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中附录 E 方法。其中，PKPM 可以实现按单偏压配筋双偏压校核以及按双偏压设计两种

设计方法；ETABS 则可以在指定配筋比例的前提下按双偏压给出配筋总面积；CiSDesigner 是一款专门针

对柱设计的后处理软件，采用纤维单元，快速生成截面的 PMM 包络面，实现任意截面形式的配筋计算，

包括异形柱以及型钢混凝土柱，CiSDesigner 可以接 ETABS/SAP2000 分析结果进行后续设计，并且每根柱

都会提供多套满足规范构造要求的配筋方案，供工程师选用。 

结合工程具体实践来看，工程师可以通过使用商业软件进行柱的双偏压设计，柱按双偏压设计应当成

为柱正截面承载力设计的通用方法。 

 

3 双向地震作用下柱的内力取值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中 5.2.3 条规定：双向地震作用下的扭转耦联效应，可按下列

公式中的较大值确定： 

0.85 或 0.85  

由于对规范存在不同的解读，导致工程界对柱双向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取值存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本

文分别对圆柱和方柱进行反应谱和时程对比分析，验证了规范标准方法的合理性。  

双向地震作用的实质就是考虑地震动的二维天然属性，即地震作用是两个正交方向同时作用，对于柱

这样的三维受力构件（PMM），两个方向地震同时作用，会导致设计内力具有明显的双偏压特征，次方向

的弯矩不仅仅是由于结构的扭转所导致。但由于我国抗震设计规范将双向地震作用规定为“扭转耦联效应”

的计算，设计人员常常忽略了柱的承载力设计需要考虑 PMM 相互作用，导致在工程设计中，规则结构往

往不考虑双向地震作用，这样会埋下相当大的结构安全隐患。 

 

4 结论与建议 
 

（1）对于规范规定的双向地震作用的内力取值问题，必须遵循符合数学和力学概念的方法（即文中

的方法 3），不能主观地做人为假定。特别是对于截面承载力具有内力相关性（PMM）的柱设计，在工程

应用上更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否则将导致截面承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发生。 

（2）双向地震作用的本质，虽然有扭转耦联的因素，但对于参与多个抗侧力体系的柱来说，更重要

的是会导致柱双向弯矩的共同作用，因此建议所有结构形式均应考虑双向地震作用，这是地震的多维属性

所决定的。进一步，建议双向地震作用也应该考虑结构附加偶然偏心，因为双向地震作用与结构附加偶然

偏心的规定，并不具有逻辑上的互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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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构减隔震技术及加固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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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绿地中心黏滞阻尼器结构设计 

 
汪大绥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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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建设部超限高层建筑审查

委员会委员。主要设计作品有东方

明珠广播电视塔，浦东国际机场航

站楼，CCTV主楼，天津津塔，2010

上海世博会世博轴等 

 

 

陈建兴 

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超高

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cjx10426@ecadi.com 

陈建兴（1977‐），工学博士，主要从

事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工作，负责东方

汇经中心，苏州国际财富广场、天津

117大厦、大连绿地中心以及世博文

化中心等项目的结构设计 

 

包联进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超

高层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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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月 

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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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_jiang@ecadi.com 

 

摘  要：消能减震技术的应用是超高层结构抗震设计的一种新思路。本文以乌鲁木齐绿地中心为例，介绍了带粘

滞阻尼器超高层结构设计的关键问题，包括阻尼器布置方式，阻尼器参数选择以及阻尼器相关构造，整

体结构性能指标，阻尼器耗能效果。通过弹塑性时程分析验证大震下的结构性能。对减震结构和抗震结

构方案的整体指标，抗震性能和经济性指标的对比，说明减震结构方案的优越性。 

关键词：消能减震技术；超高层结构；粘滞阻尼器；耗能效果；抗震性能 

 

1 引言 
 

乌鲁木齐绿地中心（图 1）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国际会展片区，项目包含超高层双子塔和三栋百

米左右的办公楼。塔楼平面为带圆角的正方形（图 2），平面尺寸 44.5m×44.5m，地上 57 层，结构大屋面

高度 245m，建筑总高度 258m，单塔地上建筑面积约 11.35 万 m2。结构地下 3 层，基础埋深约 20.5m。 

塔楼结构设计基准期及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计基

本地震加速度为 0.20g，地震安评报告表明项目所处位置附近存在断层及大震潜源区，设计基本加速度比

规范值提高 15%，即 0.23g。场地类别为Ⅱ类场地，场地特征周期为 0.4s，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 

 

2 结构体系和消能减震技术 
 

本项目位于高烈度地震区，地震荷载起抗震作用，结构设计中创新性地采用了消能减震技术，设置黏

滞阻尼器来耗散输入结构的地震能量。结构采用型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黏滞阻尼器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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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滞阻尼器采取悬臂式布置，设在三个设备层（F28、F37 和 F48 层）上，减小对建筑使用功能的影响。

本项目黏滞阻尼器的产品参数详见表 1。 

表 1 阻尼器参数 

阻尼系数 C(kN/(m/s)0.3 速度指数 α 阻尼力 F(kN) 大冲程(mm) 

2000 0.3 2000 250 

 

3 整体结构分析 
 

塔楼弹性分析使用 ETABS 进行，同时，使用 MIDAS 建立模型来检验分析结果。粘滞阻尼器采用

MAXWELL 单元模拟。由于黏滞阻尼器的速度相关性，计算中对地震作用除了采用弹性反应谱和线型时程

分析方法外，主要采用非线性时程分析方法。时程波小震为 7 组，含 5 组天然波和 2 组人工波，大震从 7

组地震波中选择采用 3 组响应较大的波，其中 2 组为天然波一组为人工波。整体结构指标均满足规范要求。 

采用 LS-DYNA 进行结构在大震作用下的弹塑性时程分析。塔楼在两个方向的平均层间位移角分别为

1/121 和 1/122， 大层间位移角分别为 1/107 和 1/106，基本满足抗震规范 1/100 的限值要求。 
 

4 耗能减震效果 
 

小、中、大震下分别提供附加阻尼比约 4.5%、2.8%、1.9%。小、中、大震下基底剪力分别有效减少

了 21%、15%、9%，基底倾覆力矩有效减少了 19%、12%、7%，层间位移角有效减少了 25%、16%、10%。 

根据能量对比法得到小、中、大震相应的附加阻尼比分别为 4.6%、2.8%和 1.9%。，如表 5 所示，说明

黏滞阻尼器在不同的地震作用下都能发挥作用，为结构提供比较大的附加阻尼。由于采用的阻尼器为非线

性阻尼器，因此在小变形下阻尼器耗能效率更高，附加阻尼比更大，随着地震作用加大，与外部输入能量

相比，阻尼器耗散能量虽然也同步增加，但增加幅度更小，因此相对耗能效率逐渐降低。 

 

5 抗震方案与减震方案对比 
 

抗震方案采用型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伸臂桁架+环带桁架（12F，28F，37F 和 48F）结

构体系。抗震方案周期明显小于减震方案，结构抗侧刚度约为减震方案的 1.4 倍，地震作用基底剪力约为

减震方案的 1.5 倍。减震方案的主体结构承担的地震作用大大降低，结构变形减小，主要竖向抗侧构件，

如剪力墙和框架柱中震下的拉力明显小于抗震方案。同时，不同地震水准下，减震方案的主要抗侧力构件

的抗震性能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大震之后结构修复范围和程度减小，对建筑重新使用影响更小。 

减震方案主体结构构件的内力小于抗震方案，构件中的钢筋和型钢用量明显减少，钢筋用量减少约

500t，钢材用量减少约 1500 t。虽然多出 48 个粘滞阻尼器的费用，但综合比较，整体结构的经济性仍优于

抗震方案。减震方案主要竖向构件钢骨含量及钢筋含量有所降低，方便施工，而且取消悬挑桁架还可以加

快施工周期，结构综合经济性更好。 

 

6 结论 
 

乌鲁木齐绿地中心为高烈度区超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中创新性采用消能减震技术，设置黏滞阻尼

器为结构提供附加阻尼，结构承担的地震作用、结构变形和构件内力明显减小，结构抗震性能和经济性明

显优于传统抗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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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可更换耗能连梁剪力墙结构抗震试验、设

计方法及工程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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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chenyunhappy@163.com 

王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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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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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更换连梁是一种新型结构构件，通过在结构中设置可更换连梁，改变连梁塑性发展机制，将大震下的

破坏集中于连梁中部耗能器而两端连接梁保持弹性状态，震后更换中部耗能器便可快速恢复结构使用功能，符合

可恢复功能结构的思想。本文介绍了可更换连梁的设计方法与原则，通过低周反复试验、振动台试验，对比研究

了设置可更换连梁前后结构特性及抗震性能变化，并将可更换构件应用于实际工程。结果表明，设置了可更换耗

能连梁的新结构初始性能并无太大改变，可更换耗能构件能够有效的集中连梁损伤，保护主体结构，震后可方便

地更换，尽快地恢复使用功能。  

关键词：可更换；剪力墙；低周反复；振动台；工程应用 

 

1 引言          
 

大量震害表明，小跨高比连梁在地震中易出现中部斜裂缝，造成连梁发生脆性的剪切破坏，而脆性破

坏是在抗震设计中应当避免的。连梁理想的破坏模式为端部形成塑性铰破坏，该破坏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

延性耗能能力，但由于连梁承受的较大剪力使得连梁斜裂缝增多，而裂缝的产生是连梁抗弯刚度降低的主

要原因，因此连梁的弯矩-转角滞回曲线一般来说并不饱满甚至出现捏缩现象，塑性耗能能力不强，同时，

该破坏模式集中于连梁两端与墙相连处，震后难以修复。可更换连梁的概念就是基于这两点提出的，将便

于更换的耗能装置设置于钢筋混凝土连梁的中部，在较强地震作用下集中塑性变形，保持两端混凝土梁段

的完好，从而将两端难以修复的塑性变形转移到中部，当中部可更换构件采用剪切屈服型耗能器时，可以

有效的将脆性混凝土剪切破坏转化为剪切延性破坏。 

 

2 主要研究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26112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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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静力试验、振动台试验、有限元分析研究了带有可更换连梁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性能，并将

可更换连梁应用于工程实践，通过有限元分析研究了带有可更换连梁实际结构的抗震性能，通过现场动力

测试验证了有限元计算分析的合理性。 

 

3 主要研究内容        
     

（1）可更换耗能连梁的几种形式 

提出了一种可更换连梁，即在组合连梁的跨中安装保险丝构件。提出了３种不同构造形式的保险丝，

分别为腹板开有菱形孔的普通工字型钢连梁、截面内灌铅双层腹板工字型钢连梁、管内灌铅平行钢管连梁。

分别对这３种保险丝进行低周反复加载试验，通过滞回特性、强度退化、刚度退化、延性、耗能能力和疲

劳性能等方面研究比较这３种保险丝的抗震性能。 

（2）带有可更换连梁结构的设计方法 

提出了根据普通钢筋混凝土连梁设计可更换连梁的设计流程、设计原则与方法。为了达到预期的设计

效果，可更换连梁的设计需要满足强度等效、刚度近似以及变形能力的要求。 

（3）带有可更换连梁的剪力墙低周反复静力加载试验 

设计了一个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双肢剪力墙，并根据该剪力墙设计可更换连梁，对传统剪力墙和带有可

更换连梁的剪力墙进行了低周反复加载试验，并对试验结果进行了有限元模拟，通过静力试验研究了新型

剪力墙与传统剪力墙的滞回性能、承载能力与损伤对比。 

（4）带有可更换连梁的剪力墙振动台试验 

将典型框剪结构核心筒单元简化为双筒结构，按 1/5 缩尺设计和制作了两个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模型，

通过试验对比分析了新型带有可更换连梁的核心筒结构（S5-n）与原本未设置可更换构件的传统结构（S5-r）

的动力特性和动力反应，为可更换连梁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应用提供动力试验依据。 

（5）可更换连梁的工程应用及现场测试 

可更换连梁目前已应用于一个框架-剪力墙的实际工程结构，通过有限元对比分析了原结构和设置了

可更换连梁的结构，并通过现场动力测试验证了新结构的有限元模型，为带有可更换连梁的实际结构模拟

提供了依据。 

 

4 主要结论            

 

（1）提出的三种可更换耗能连梁均有较好的滞回性能，第一种可更换耗能连梁适用于剪切变形较小

的连梁，第二种可更换耗能连梁的综合性能 优，第三种可更换耗能连梁可应用于跨高比较大的可更换连

梁。 

（2）低周反复静力加载试验和振动台试验均表明，带有可更换连梁的剪力墙结构与原结构的抗震性

能相差不大，而可更换连梁能够将损伤集中于可更换构件，以保护连梁混凝土部分，同时墙肢的受力得到

改善。带有可更换连梁的结构残余变形很小，试验结束后可以快速方便的拆除可更换构件。 

（3）按本文提出的设计方法与原则设计的可更换连梁能够保证强度和刚度、有效的传递剪力，同时

具有较强的变形能力。 

（4）可更换连梁在工程实践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现场动力测试验证下的结构有限元分析表明，带

有可更换连梁的实际结构初始抗震性能良好，与原普通结构动力反应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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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粘滞阻尼墙是一种性能良好的消能减震部件，可适用于多层、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和抗风设计。

本文从附加阻尼作用和动刚度作用两个方面阐述了粘滞阻尼墙的减震作用，并通过具体的算例进行验证。

然后分别就阻尼指数和阻尼系数对减震效果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当阻尼指数取 0.3~0.5 时，

结构可获得较好的减震效果；而阻尼系数越大，减震效果越好，但相应地对阻尼墙和连接部位的要求更

高。 

关键词：粘滞阻尼墙；附加阻尼作用；动刚度作用；阻尼指数；阻尼系数 

 

1 引言 
 

粘滞阻尼墙是一种可作为墙体安装在结构层间的消能减震装置，其耗能效果与其自身阻尼参数密切相

关，实际设计中常需要依据建筑规模及减震要求，合理选择阻尼墙参数。本文将首先从附加阻尼作用和动

刚度作用两个方面阐述粘滞阻尼墙的减震机理，并通过算例进行验证，然后分别研究阻尼指数和阻尼系数

的取值对阻尼墙减震效果的影响，掌握阻尼墙的减震规律，为实际设计过程中阻尼参数的取值提供有益参

考。 

 

2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有：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粘滞阻尼墙相关文献的研究，了解粘滞阻尼墙的构造和减震特点； 

(2)概念分析法：从结构概念角度，从附加阻尼作用和动刚度作用两方面论述粘滞阻尼墙的减震机理； 

(3)数值模拟法：通过采用算例结构进行建模分析计算，定量研究阻尼墙相关参数的减震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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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法：通过分别控制阻尼指数不变改变阻尼系数和控制阻尼系数不变改变阻尼指数，研究二

者对减震效果的影响。 

 

3 主要研究内容 
 

(1)粘滞阻尼墙的减震机理，包括附加阻尼作用和动刚度作用； 

(2)粘滞阻尼墙阻尼指数对减震效果的影响； 

(3)粘滞阻尼墙阻尼系数对减震效果的影响。 

 

4 主要结论 
 

（1）粘滞阻尼墙的减震作用包括附加阻尼作用和动刚度作用两个方面，附加阻尼作用有利于减小地

震力，动刚度作用有利于减小侧向变形。 

（2）粘滞阻尼墙阻尼指数存在较优取值区间，一般而言，当阻尼指数取为 0.3~0.5 时，结构可获得较

好的减震效果。 

（3）粘滞阻尼墙阻尼系数越大，结构的减震效果越好，但阻尼力也随之增大，对阻尼墙和连接构造

的要求越高，实际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减震需求和设计难度，合理选取较优的阻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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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某三甲医院病房楼（重点设防类），结构高度为 89.6m，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0.3g），III 类场地，为 B

级高度超高层建筑；分别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设置 BRB 防屈曲支撑的钢框架结构以及设

置粘滞阻尼器的钢筋混凝土框剪结构等 3 种结构选型，在均满足小震弹性设计指标要求的前提下，对技

术经济指标进行了比较；确定了采用粘滞阻尼器的减震结构，根据分析确定的附加阻尼比，对结构进行

消能减震设计 

关键词：粘滞阻尼器；BRB 防屈曲支撑；性能设计 

 

1 工程概况 
 

项目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建筑地上 21 层，地下 1层，结构高度 89.6m，建筑面积约 7万平方米。抗震

设防烈度为 8 度（0.3g），Ⅲ类场地，特征周期 0.45s，抗震设计分组为第一组，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

类，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在常规设计下，主体结构多遇地震的 X/Y 方向层间位移角不满足规范允

许的限值（1/800 左右）；同时主体结构在多遇地震下出现较多的连梁超筋无法调节,对本工程进行结构消

能减震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为了进一步确定消能减震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对采用减震方案与非减

震方案设计做进一步的配筋、经济和防震减灾性能的分析比较。 

 

2 结构方案技术、经济性分析 

 

为保证结构设计的安全性，经济性及适用性，采用以下三种结构体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构体系 A: 框

架-抗震墙结构；结构体系 B：型钢混凝土框架柱+钢梁+BRB 防屈曲支撑结构；结构体系 C：框架-抗震墙

+粘滞阻尼器结构。 

 

3 结构消能减震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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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为 B 级高度高层建筑，处于高烈度区，除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外，设计的重、难点集中在对初

步设计的计算分析上。计算需明确结构体系在三水准下的地震反应，保证结构有抵御设防地震的能力，确

保设防目标的实现，实际设计时分别对设防三水准进行计算 

 

4 罕遇地震作用下的计算结果分析 

 

对原结构和安装阻尼器之后的结构分别进行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时程分析。以 Y 向 Coyote_195 波为

代表进行分析，1）罕遇地震作用下，该结构的基底总剪力和层间位移角相对于原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减小；

2）通过对比原结构和减震后结构的塑形发展图后，采用减震设计方案后，减震结构塑性铰的数量和发展

程度相对于减震前结构均有所减小。 

 

5 结论 
 

采用了粘滞流体阻尼器消能减振技术进行结构设计后，结构在地震荷载作用下的反应均有减小。在多

遇地震作用下，具有良好的减震效果；在设防地震作用下，主体结构抗剪基本保持弹性和抗弯不屈服的设

防目标；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主体结构的损伤程度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塑性发展程度较小，从而使得整体

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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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高烈度区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栋95.95m高的建筑为工程背景，提出了粘滞阻尼墙减震体系的设防目标，

并给出了减震分析的详细流程及阻尼墙的基本布置原则。通过对减震体系的非线性地震响应分析，优化

了粘滞阻尼墙的布置，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减震体系的地震作用剪力、位移、能量耗散、附加阻尼比

及构件在罕遇地震下的损伤等问题， 后对减震体系的经济性进行了比较。分析表明：粘滞阻尼墙对高

层建筑的抗震性能有很大的改善，能够给结构提供额外的附加阻尼比。研究为粘滞阻尼墙在高层建筑的

减震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了工程案例，其设计思路可以为高层结构的减震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粘滞阻尼墙；消能减震；高层建筑；附加阻尼比 

 

1 引言 

 

本文以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栋95.95m高的建筑为工程背景，该项目为高层公寓楼，地上28层，其中1-3

层为商业，其余楼层为公寓，地上总建筑面积27892m2，建筑结构高度95.95m，塔楼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

剪力墙-支撑框架结构体系。本文首先提出了粘滞阻尼墙减震体系的设防目标并给出了减震分析的详细流程

及阻尼墙的基本布置原则，通过对减震体系的非线性地震响应分析，优化了粘滞阻尼墙的布置，在此基础

上详细分析了减震体系的地震作用剪力、位移、能量耗散、附加阻尼比及构件在罕遇地震下的损伤等问题，

后对减震体系的经济性进行了比较。 

 

2 粘滞阻尼墙的布置方案及其优化 
 

本项目减震体系的减震设防目标定为满足 大层间位移角小于1/800。在给定的设防目标下，通过阻尼

墙数量、位置的多轮时程分析、优化调整后，确定了 终减震方案，本工程每一层设计8个粘滞阻尼墙（X、

Y向各4片），全楼在8~20层放置阻尼墙，共104个阻尼墙，阻尼墙阻尼系数C取1000kN/(m/s)0.3，阻尼指数

取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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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线性地震响应分析 
 

图2给出了3条地震波作用下X向和Y向楼层减震和非减震结构时程包络剪力；图3给出了3条地震波作

用下X向和Y向楼层减震和非减震结构时程包络位移角。由图3可知结构层间位移角满足不大于1 /800的要

求，说明设置粘滞阻尼墙等对结构抗震性能有明显提高。 

 

图2减震与非减震结构剪力对比图3减震与非减震结构层间位移角对比 

图4为大震下各条波计算的楼层 大层间位移角，均小于1/100。图5给出了Perform 3D计算出的天然波

1（X向为主向）地震输入下结构总能量与结构各部分耗能（动能、阻尼能和弹塑性变形能）随时间的变化

情况，阻尼器耗散了一部分地震能量，起到了保护主体结构的作用。罕遇地震下的动力弹塑性计算结果显

示所有与阻尼器相连的框架梁一端处于未屈服的状态，可以保证阻尼墙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正常发挥作用。 

 

图4罕遇地震楼层 大层间位移角图5 人工波1能量平衡时程图 

 

4 结论 
 

（1）粘滞阻尼墙能有效地减小高烈度地区高层结构的地震反应，增大结构的阻尼，基底剪力X向和Y

向减小约为20%和17%， 大层间位移角X向和Y向减小约为19%和27%。 

（2）由于阻尼墙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阻尼力很大，对其相连构件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损伤状态有必

要进行模拟和分析，以确保所有与阻尼器相连的框架梁一端处于未屈服的状态，保证阻尼墙在罕遇地震作

用下正常发挥作用。 

（3）与传统的结构设计方法相比，通过合理的减震设计，在高烈度设防区采用配置阻尼墙消能减震

方案不仅主要构件抗震性能更好，而且在经济性方便具有一定的优势。 

 

 

 

 

阻尼墙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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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超高层建筑迅猛发展，成为土木工程领域的重要研究前沿。在中小地震作用下，很多塑性耗能构

件处于弹性阶段，不能发挥耗能作用。而此时地震引起的楼层加速度可被放大到地面加速度的数倍，从

而导致室内贵重财物、设备、以及其他非结构构件的损坏。这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也会影响建

筑的正常使用。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小中小震下超高层的楼层加速度。本文以 300m 的超高

层建筑为研究对象，同时将结构顶部若干层设计为减振子结构形成巨型 TMD 来控制结构在中小地震下

的楼层加速度响应。首先建立了其弯剪耦合模型，并利用弹性时程分析，研究了中小地震作用下减振子

结构对楼层加速度的控制效果，同时给出了控制超高层建筑楼面加速度的减振子结构 优频率确定方法。

后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可为工程设计与减震理论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弯剪耦合模型；减振子结构；楼层加速度； 优频率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超高层建筑数量 多的国家。同时，

随着震害经验的不断总结以及结构抗震设计的不断完善，我国的超高层建筑在地震作用下普遍具有较高的

安全储备，能够保障大震下超高层建筑的抗倒塌性能。但是在中小地震作用下，由于超高层建筑显著的加

速度放大效应，顶部结构的加速度能够达到输入地震动的 6 倍，甚至更大。过大的楼层加速度可造成建筑

内贵重物品、重要设备以及非结构构件的损坏，不仅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会影响高层建筑的正常使用。

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小超高层建筑在中小地震作用下的楼层加速度。 

已有研究表明，TMD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中小地震作用下超高层楼层加速度，因此如何进行 TMD

参数优化成为设计的关键问题。 重要的是，一般认为 TMD 系统的减振效果随着附加质量增加而增加，

考虑到造价和安装的难度，实际高层建筑中 TMD 的质量比一般较小，取值一般在 0.5%~2%之间。这是限

制 TMD 应用的一大原因。而高质量比的 TMD 已被国内外相关研究证实具有良好的减振效果，但基于超

高层结构的研究还未见先例。因此，可以将 TMD 设计成减振子结构的形式，来研究基于减振子结构的超

高层建筑中小震下楼面加速度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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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研究方法 

 

（1）本文以 300m 超高层建筑为研究对象，并建立了其弯剪耦合模型。在建立的弯剪耦合模型的顶部

设置质量块-弹簧-阻尼系统模拟减振子结构。并基于此模型进行接下来的参数分析。 

（2）采用 FEMA-P695 提供的 22 条远场地震动记录作为地震动输入，来减小地震动随机性对结果的

影响。 

（3）以超高层楼层绝对加速度包络的绝对值的 大值作为优化控制目标，利用弹性时程分析，研究

中小地震作用下结构参数以及减振子结构参数对楼面加速度控制效果的影响与减振子结构 优频率的确

定方法。 

（4）对 优频率计算公式通过具体算例进行有效性验证。 

 

3 主要研究内容 
 

（1）研究了 300 米超高层建筑的结构参数（结构的基本周期以及弯剪比）对减振子结构 优自振频

率的影响。 

（2）研究了减振子结构参数（质量比，阻尼比，自振频率）对 优减振效果的影响。 

（3）研究了减振子结构 优减振频率与减振子结构质量比与阻尼比之间的关系。 

（4）通过算例验证了 优减振频率确定公式的有效性，并分析了减振子结构与主体结构之间相对位

移，进一步验证了采用减振子结构减小超高层楼面加速度响应的可行性。 

 

4 主要结论 
 

(1) 减振子结构的质量比在 3%~5%之间，减振子结构阻尼比在 0.20~0.40 之间时，存在合适的减振子

结构自振频率使得楼面加速度控制效果达到一个理想的值。同时随着减振子结构质量比或者阻尼比的增加，

楼面加速度控制效果有所提高，而减振子结构 优频率有所下降。减振子结构质量比、阻尼比以及 优频

率之间具有良好的规律性。 

(2) 在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内，结构的弯剪比与一阶周期对楼面加速度的 优控制效果的影响较小，同

时与减振子结构 优频率的相关性较小。 

(3) 按本文给出的方法进行减振子结构参数设计，能够使结构在中小地震作用下达到一个理想的楼面

加速度控制效果，不同结构体系、不同立面设计的超高层也具有很好的适用性。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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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 ETABS 软件进行高层建筑隔震设计，当采用非线性模态时程（FNA）分析算法时，结构振型数的取

值；以及隔震设计（需考虑近场影响）确定水平减震系数时，与之对比的非隔震模型是否考虑近场影响

系数，都会影响隔震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而规范中针对上述问题相关条文解释不够明确，导致设

计人员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做法不一，计算结果差异显著。本文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对某实际工程进行对比

计算分析、探讨，相关结论可供类似工程设计参考。  

关键词：隔震结构；振型数；近场影响系数；水平地震剪力 

 

1 引言 
 

隔震结构设计的具体要求在《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 50011-2010）中均有相关规

定，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由于规范部分条

文不够明确，导致设计人员做法不一，计算

结果差异显著，本文对实际隔震工程设计中

遇到的若干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2 工程概况 
 

某实际工程概况：乙类建筑，框架结构，

共 9 层（包括隔震层），除隔震层层高 1.6m

外，其余层高均为 3.6m，房屋高度 29.4m，采用基础隔震，抗震设防烈度 8 度（0.30g），场地类别Ⅲ类，

设计地震分组第 3 组，抗震等级一级。 

 
3 主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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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运用有限元软件 ETABS 对工程进行隔震设计，通过控制变量法，改变模型振型数，对比相应振型

数模型下的层间剪力、非线性连接单元荷载参与系数以及隔震模型振型质量参与系数。 

2.2 运用有限元软件 ETABS 对工程进行隔震设计，分析非隔震模型在考虑与不考虑近场影响两种条件

下计算所得水平减震系数，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确定两种情况对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大值的影响。 

 

4 主要研究内容   
      

3.1研究高层隔震结构，运用有限元软件ETABS进行非线性模态时程（FNA）分析时，不同振型数的取

值对结构各楼层层间剪力的影响。 

3.2 研究高层隔震结构（需考虑近场影响时）计算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大值时，与之对比的非隔震模

型是否考虑近场影响系数对结构计算结果的影响，并提出笔者建议的计算方法。 

 

5 主要结论 
 

本文着重探讨了采用非线性模态时程（FNA）分析算法时振型数取值对高层隔震结构层间剪力的影响

及隔震结构水平减震系数需考虑近场影响时的计算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对比，结论如下：1、随着振型数

的增加，隔震结构层间剪力在不断变化，建议取足够的振型数使结构非线性连接单元的模型荷载参与系数

达到 100%，保证层间剪已趋于稳定，且总振型数不应超过结构的总自由度数（包括所有非线性连接单元的

自由度数）；2、考虑近场影响的隔震结构，在计算水平减震系数时，建议隔震模型考虑近场影响，而非隔

震模型不考虑近场影响；当隔震与非隔震模型均考虑近场影响时，应按公式 αmax1=λs·β·αmax /ψ 计算水平

地震影响系数 大值（λs 为近场影响系数）；根据水平减震系数确定结构是否考虑竖向地震和是否降低隔

震层以上结构抗震措施时，建议分别取不利条件进行水平减震系数计算。本文结合现行设计规范，对隔震

结构设计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并且提出了比较安全、合理的做法，可供相关隔震工程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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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普通钢筋混凝土连梁具有延性差、耗能能力低、震后修复困难等缺点。近年来，随着结构消能减震

技术在土木工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不同种类形式的阻尼器被开发出来，延性更好、耗能能力更强、

便于更换的耗能连梁阻尼器在超高层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以联肢剪力墙为研究对象，对粘弹

性连梁阻尼器的设计参数即阻尼器的刚度K和阻尼系数C对阻尼器减震效果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

上，通过多方案对比分析，得出了粘弹性连梁阻尼器在结构中较优的竖向布置和平面布置位置。 

   关键词：连梁；粘弹性阻尼器；阻尼器刚度；阻尼系数；参数研究 

 

1 引言  

 

普通钢筋混凝土连梁是目前工程中 常用的连梁形式，在中震或大震作用下，剪力墙结构的耗能主要

通过连梁和墙脚的塑性铰来实现。连梁耗散的能量越多，越能保证整个结构的安全，然而，普通连梁由于

其自身的构造特点，使用中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耗能连梁阻尼器是一种新型的消能减震构件形式，其实际上是一种粘弹性阻尼器，具有弹性和粘性的

特性。使用耗能连梁阻尼器对传统钢筋混凝土连梁的部分或整体进行替换，在结构遭遇地震作用时，为结

构提供刚度，并耗散地震能量，达到减震效果。与其他的消能减震手段相比，耗能连梁阻尼器不仅耗能能

力卓越，而且不会占用较多的建筑空间，受建筑布置的影响较小。 

 

2 粘弹性耗能连梁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将传统的钢筋混凝土连梁或钢连梁其中的一段由粘弹性阻尼器替代，由传统连梁段和粘弹性阻尼器构

成一个整体，可称为粘弹性耗能连梁。一般由非耗能段(普通梁段)和耗能段构成，二者串联，非耗能段的

另一端连于剪力墙，形成一个可以受力的联肢剪力墙。 

粘弹性阻尼器通过内外钢板之间的相对剪切运动，带动粘弹性阻尼材料变形而耗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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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粘弹性连梁阻尼器安装于结构时，两端连接于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在水平荷载作用下，剪力墙的侧

向变形主要以弯曲变形为主。因此，粘弹性耗能连梁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利用墙肢的弯曲变形，通过非耗能

段的悬臂作用，带动粘弹性阻尼器钢板发生相对剪切运动，从而引起粘弹性材料发挥耗能作用，如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所示。粘弹性耗能连梁可以充分利用剪力墙弯曲变形大的特点，发挥粘弹性连梁的耗能作

用，保护非耗能段连梁和墙肢，降低震后结构修复的难度。 

 

3 粘弹性耗能连梁减震性能研究 

 

(1) 阻尼器刚度 K 对减震效果的影响 

当粘弹性连梁阻尼器的阻尼系数 C 一定时，随着阻尼器刚度 K 的增大，结构刚度随之变大，基本周期

逐渐减小，内力逐渐增大；同时，阻尼器刚度的增加导致其耗能能力逐渐减小，表现为附加阻尼比的逐渐

减小，基底剪力的减震效果逐渐降低，层间位移角的减震效果先增大后减小。 

对于由强度控制的结构，在选择粘弹性阻尼器参数时，建议阻尼器刚度应尽可能小，但要保证结构基

本刚度满足规范对侧向变形的要求。 

对于由刚度控制的结构，阻尼器刚度 K 存在一个较优的区间，可使粘弹性连梁阻尼器取得较好的减震

效果。一般可以通过试算确定 优阻尼器刚度。 

(2) 阻尼系数 C 对减震效果的影响 

当粘弹性连梁阻尼器的刚度 K 一定时，随着阻尼系数 C 的增大，结构的附加阻尼比先增大后减小，粘

弹性连梁阻尼器的减震效果先增加后降低。当阻尼系数在 1x104~5x104 kN/(m/s)区间时，减震效果 好。 

阻尼系数存在一个较优的区间，使得粘弹性连梁阻尼器取得较好的减震效果。由于不同的结构具有不

同的结构特性，一般可以通过试算确定 优的阻尼系数。 

(3) 竖向布置对减震效果的影响 

阻尼器布置在中间楼层对层间位移角的减小不明显，布置在顶部楼层，会导致层间位移角因结构刚度

降低而变大，故粘弹性连梁阻尼器不宜布置在顶部楼层。 佳布置位置为中下部楼层或者隔层布置。 

(4) 平面布置对减震效果的影响 

粘弹性连梁阻尼器布置在跨中时减震效果 好。在实际结构中，由于阻尼器出力较大，使与阻尼器相

连的非耗能段梁端的变形较大，这时平面位置对阻尼器减震效果的影响会很明显，当阻尼器布置在跨中时，

阻尼器的减震效果 好。 

 

4 主要结论 
 

(1) 粘弹性耗能连梁可以充分利用剪力墙弯曲变形大的特点，发挥粘弹性阻尼器的耗能作用，减轻墙

肢和普通连梁的损伤。 

(2) 当阻尼系数 C 一定时，随着阻尼器刚度 K 的增大，阻尼器的减震效果逐渐减小；当阻尼器刚度 K

一定时，随着阻尼系数 C 的增大，由于动刚度的作用，阻尼器的减震效果先增大后减小。应根据具体结构

选择合适的设计参数。 

(3) 粘弹性连梁阻尼器的竖向布置位置对减震效果的影响很大，阻尼器宜布置在中下部楼层。 

(4) 弹性连梁阻尼器布置在连梁跨中时减震效果 好，因为阻尼器布置在跨中时，其出力引起的非耗

能段端部的变形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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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层框架结构的隔震设计 

 
杨韬 11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防灾研究中心 

ytcabr@126.com 

杨韬(1980-),硕士，主要从事高层建筑抗震

分析设计，参与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

等项目设计工作 

 

罗瑞 

助理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防灾研究中心 

915583959@qq.com 

罗瑞(1990-),硕士，主要从事高层结构计算

分析  
聂祺 

副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nieqijyy@sina.com  

唐曹明 

副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tangcaomin@163.com  

黄茹蕙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monkeyhrh@126.com 

 

    

摘   要：通过某防震减灾技术中心高层框架结构隔震设计介绍，包括隔震结构的计算分析，确定隔震支座尺寸

和布置形式等，对比分析了隔震前后结构的抗震性能。结果表明，经过隔震设计后的结构，抗震性能明

显高于传统设计结构，隔震后建筑高处楼层地震作用效应大幅减小，使住于其中的人们震感显著减弱。 

关键词：框架结构；隔震支座；减震系数；时程分析；罕遇地震 

 

1 前言 
 

近年来全球各地地震频发，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传统的抗震技术是利用材料的强度和

结构构件的变形能力抵抗地震作用，容易产生结构的薄弱层和薄弱部位，在地震中出现结构损伤甚至破坏。

基础隔震技术将建筑物与基础用隔震装置隔开，减少地震对上部结构的影响[1,2]，从而达到抵御地震灾害

的目的。 

 

2 工程概况 
 

某防震减灾技术中心工程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地上 11 层，地下 1 层，总建筑面积 11178m2。采用现浇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结构总高度 41.7m，投影宽度为 14.4m，高宽比 2.90。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抗震设防烈度 7 度（0.10g），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峰值为 0.10g，地震设计分组为第三组，场地类别为

II 类，场地特征周期为 0.45s，建筑物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类。根据甲方对建筑物在使用期间的特殊要

求，对该建筑物采用隔震技术进行设计。 

 

3 隔震层布置 
 

建筑物基础形式为筏板基础，隔震层设置于地下一层顶板。初步确定隔震支座的参数和数量。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城镇重要功能节点和脆弱区灾害承载力评估与处置技术”，课题编号：2015BAK14B02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234 

4 隔震结构时程分析 
 

采用三维结构分析软件 ETABS 对隔震和非隔震结构分别建立三维计算模型，并进行计算分析。对比

计算结果，确定隔震结构的抗震性能。 
4.1 隔震系数 

隔震前后水平地震作用改变情况是衡量结构隔震性能的重要指标。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规定，结构水平向减震系数取 0.495，隔震后结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大值为 0.05。对

比楼层之间的减震系数，高楼层比低楼层减震作用明显，含铅芯支座充分发挥作用，有效减轻上部结构的

地震作用。 
4.2 多遇地震 

多遇地震时隔震结构的上部结构各层层间位移角相差不大，且基本从下到上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4.3 罕遇地震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X 向各隔震支座位移以平动为主；Y 向位移差存在部分扭转。隔震支座在罕遇地

震下的 大拉应力为 0.01MPa。 

隔震结构基本满足中震弹性的抗震性能设计目标。 

 

5 隔震构造要求 
 

为了使建筑物在地震时能充分发挥隔震效果，楼、电梯等构件在隔震层位置应采取相应的构造措施，

既要保证上下安全连接，又不能阻碍整个隔震层的有效变形，满足隔震设计要求：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某防震减灾中心隔震设计，得到以下结论： 

1、用隔震设计的建筑，可有效地减少结构的层间剪力及位移，同时在隔震层布置含铅芯隔震支座或

其它位移型阻尼器可以达到良好的耗能效果，整体提升了上部结构的抗震性能； 

2、合理地选择和布置隔震支座对于隔震效果有很大的影响，高层建筑重量大，地震作用强，采用大

直径的隔震支座，减少隔震支座数量，在上部受力结构构件下集中布置，可以使隔震层上下部分传力直接，

减少附加弯矩； 

3、隔震结构可以有效减少高层建筑的高振型影响，缓解高柔结构的鞭梢效应； 

4、为使建筑物达到预期的整体隔震效果，需要综合考虑建筑、机电等专业相关的隔震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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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不同类型屈曲约束支撑的设计方法 

 
张毅 

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3275368@qq.com 

张毅（1978-），工程硕士，主要

从事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减震与

隔震设计研究，参与云南大学呈

贡校区、红塔丽水雅苑、红塔山

水佳园、昆明海伦国际等项目的

结构设计工作 

 

 

梁佶 

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20212939@qq.com 

梁佶（1979-）,工学硕士，主

要从事隔震、减震、高层、超

高层设计研究，主持云南省普

洱人家、东川天宁国际等项 

目隔震设计，参与恒隆广场.

昆明超高层设计 

 

孙柏锋 

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123396321@qq.com 

   

 

摘  要：屈曲约束支撑在受拉和受压两种状态下都能够达到屈服，具有良好的耗散地震能量和荷载的能力。在结

构设计中作为一种良好的抗侧力构件和耗能减震构件进行应用。但是不同类型的屈曲约束支撑在实际设

计应用中有着较大差别。本文按承载型构件、耗能型构件和屈曲约束支撑型阻尼器不同的产品特性、检

验标准、布置原则、承载力、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论述和总结，旨在提升、加快屈曲约束支撑技术在结构

设计中实际应用。 

关键词：屈曲约束支撑；承载型；耗能型；阻尼器；设计方法 

 

1 引言 
 

屈曲约束支撑（Bucking Restrained Brace,简称“BRB",亦有文献称之为”防屈曲耗能支撑或“无粘结

支撑”）是由芯材、约束芯材屈曲的套管和位于芯材和套管间的无粘结材料及填充材料组成的一种支撑构

件。这是一种受压和受拉性能相当、延性与滞回性能好，既可以为结构提供很大抗侧刚度和承载力，又可

以通过钢材屈服耗散地震能量以保护主体结构的一种优良的结构抗震构件。采用屈曲约束支撑的结构体系，

可以全面实现抗震设防三水准"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到”的性能目标要求。 

 

2 主要研究方法 
 

屈曲约束支撑体系的结构分析模型应能正确地反映不同荷载工况的传递途径、在不同地震动水准下主

体结构和屈曲约束支撑所处的工作状态。采用屈曲约束支撑的结构的抗震计算分析，一般情况下宜采用静

力弹塑性分析或弹塑性时程分析方法，但当主体结构构件处于弹性工作阶段时，可采取弹性分析方法，如

基于等价线性化的振型分解反应谱法作简化估算。地震作用下采用屈曲约束支撑的结构，其内力和变形分

析，宜采用不少于两个不同软件进行对比分析，计算结果应经过分析判断确认合理、有效后方可用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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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采用耗能型屈曲约束支撑和屈曲约束支撑型阻尼器的结构的总阻尼比为主体结构阻尼比和屈曲约束

支撑附加给主体结构的阻尼比的总和，结构阻尼比应根据主体结构处于弹性或弹塑性工作状态分别确定。

屈曲约束支撑的恢复力模型采用双线性滞回模型。 

 

3 主要研究内容 
 

明确了承载型屈曲约束支撑、耗能型屈曲约束支撑、屈曲约束支撑型阻尼器的不同芯材特性、等效截

面面积、变形与位移关系、防火要求、产品检验标准等内容。同时，研究三种不同类型屈曲约束支撑在一

般性设计规定、性能目标、结构布置、承载力、节点设计等方面的设计内容。 

 

4 主要结论 
 

系统介绍了三种不同类型屈曲约束支撑的产品特性、检验标准、布置原则、承载力、结构分析方法等

设计内容，总结了屈曲约束支撑优越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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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器在某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朱磊 

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kmzhulei@126.com 

朱磊（1971-），大学本科，主要从

事空间复杂结构、减隔震设计 

 

耿璐 

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280972048@qq.com 

耿璐（1985-），硕士 

主要从事混凝土结构、减隔震设计

 

 

摘  要：软钢阻尼器利用低屈服点钢材受剪屈服后产生塑性变形和滞回耗能来耗散地震能量，使得原结构承受的

地震作用显著减少。软钢阻尼器的耗能性能受外界环境影响小，长期性质稳定、构造简单，具有较强的

耗能功能、稳定的力学性能、良好的耐久性、日常使用过程中无需维护保养等优点。同时，阻尼器价格

便宜，施工安装方便，尤其是损坏后更换也很方便，故可广泛应用于各类新建及既有建筑的减震控制。

建筑物中安装了阻尼器后，可以很大程度降低主体结构的地震响应，因此容易实现比普通抗震结构更高

的抗震性能。医院建筑作为生命线工程，除了满足大震不倒外，还应该能在地震后继续使用，因此，医

院建筑应该有比普通建筑更高的抗震性能。本文针对高层框架中设置较少剪力墙的结构，采用消能减震

技术，通过设置阻尼器来改变原结构的动力特性，使得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地震反应显著减小。计算分析

表明，设置阻尼器后，剪力墙截面的钢筋及混凝土在大震下仍处于弹性阶段、柱铰全部处于第一阶段。

因此，建筑物在设置阻尼器后，竖向构件在大震下有着良好的抗震性能，从而达到地震过后建筑仍可继

续正常使用的目标。 

关键词：少墙框架剪力墙结构；消能减震；阻尼器 

 

1 工程慨况 
 

本项目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团结路。建筑类别为重点设防类。地上 14 层，地下 1 层。抗震设防

烈度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III 类场地。设计中为满足使用功

能及相关规范要求，结构形式采用少墙框架剪力墙结构，并在适当位置设置剪切型阻尼器和防屈曲支撑 BRB

来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 

 

2 结构选型 
 

本项目主要屋面的高度为 53.4m，超过规范规定的 7 度区纯框架结构 50m 的限值。为满足使用要求，

本项目仅能设置少量剪力墙。经计算分析，剪力墙在规定水平力作用下承担的地震倾覆力矩百分比为X向：

22.52%，Y 向：25.64%。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第 8.1.3 条第 3 款及条文说明，

该建筑 大高度可提高至 55.88m，故本项目高度未超限。虽然设置的剪力墙较少，但设置阻尼器后，由于

阻尼器能提供一定的刚度，故本项目的层间位移角亦能满足规范要求。 

 

3 减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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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部件主要布置在结构受力、配筋较大、扭转显著的的位置，在中震及大震时消能部件耗能，降低

结构的地震响应。设计中采用 SATWE 和 midasGen 作结构小震下的对比分析，利用 midasBuilding 对结构

进行罕遇地震下的动力弹塑性分析。在 SATWE 中，利用线性等代原理，利用一对等代支撑模拟阻尼器，确

保一对支撑与剪切型阻尼器的串联刚度与 SATWE 模型中的一对等代支撑的刚度是相等的。midas Gen 中采

用一般连接里的滞后系统来模拟阻尼器。阻尼器在 mids Gen 计算模型中真实建模，几何参数等均按照实

际的阻尼器参数和连接构件参数设置，可以完整且准确的模拟阻尼器的工作状态。通过对比分析表明，结

构的总质量、结构的动力特性和楼层剪力，SATWE 和 midas Gen 软件计算的主要指标差值都在 5%以内。同

时，经分析计算，结构在 10 年一遇标准风荷载作用下，金属消能器和屈曲约束支撑出力均未达到屈服荷

载。大震分析采用 midas Building，分析时，采用软件提供的双折线滞回模型近似模拟阻尼器的非线性特

性。建模时采用一段工字钢来模拟阻尼器，定义塑性铰，铰成分为 Fz 剪切较，铰位置设 i 端和 j 端，滞

回模型为标准双折线，铰特征值中屈服强度和刚度折减系数按实际阻尼器参数取，初始刚度按弹性刚度取

值。计算结果表面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层间位移角满足规范要求，且有较大的富余。分析表明，大震

时，剪力墙处于弹性阶段，框架柱柱铰均处于第一阶段。 

 

4 抗震措施 
 

本工程为重点设防类建筑，抗震等级按照八度地震设防的要求采用，框架及剪力墙抗震等级取一级。 

 

5 结论 
 

1、根据罕遇地震计算结果可知，剪力墙截面的钢筋及混凝土处于弹性阶段，柱铰全部处于第一阶段，

满足极限承载力的要求，梁铰部分处于第二阶段，满足部分进入塑性的性能目标，梁铰先于柱铰出现，满

足墙柱弱梁的抗震要求。大震作用下结构 大位移角满足规范要求，实现了大震不倒的设计目标，且竖向

构件在大震下有着良好的抗震性能，不用修复仍能满足建筑的正常使用，极大的提高了结构的安全度。 

2、与阻尼器相连的支撑及节点，大震下处于弹性状态，保证阻尼器在大震下的正常工作，正常耗能。 

3、本工程为重点设防类建筑，抗震措施按照八度地震设防的要求，抗震性能已经提高，采取减震技

术后，经计算分析，结构的安全度又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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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人民医院内科住院楼减震设计 

 
马俊 

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295212930@qq.com 

马俊（1973 年 3 月）,学士, 主要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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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研究 
 

孙柏锋 

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sbf119@sina.com 

孙柏锋（1982 年 8 月）,硕士, 主要从

事消能减震及隔震建筑结构研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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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震工程设计工作 
 

陈丁刚 

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357765190@qq.com 

  

 

 

 

 

摘  要：着重介绍了保山市人民医院内科住院楼作为超长不规则的高层乙类建筑，采用粘滞阻尼器减震的设计方

法。 

关键词：减震分析；粘滞阻尼器；附加阻尼比 

 

1 工程概况 
 

保山市人民医院新建内科住院楼位于保山市隆阳区东城区。本建筑有两层地下室，地上 15 层，建筑

长 126 米，宽 30.5 米，总高 58.95 米，总建筑面积 75425 平方米。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结构使用年限

50 年，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0.2g） ，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场地类别 II 类。

上部结构采用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物抗震等级：框架为一级、剪力墙为一级，与抗震构造措施

对应的抗震等级框架与剪力墙均为特一级。 

 
2 结构布置 
 

上部结构采用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剪力墙布置尽量利用楼电梯间能沿竖向连续的，易于布置的

位置设置成三个刚度加大的筒体，并在其间适量布置剪力墙，增强结构整体刚度，并有利于水平力的传递。 

建筑平面超长为 126 米，但由于核心筒位置置于平面中心，为有效利用该电梯核心筒，确定不再设置抗震

缝，整栋建筑按一个结构单元进行分析设计。 

 

3 结构超限情况分析 
 

本工程设防烈度 8 度（0.20g），结构高度为 58.95m，高度小于 100m，属于 A 级高度钢筋混凝土高层

建筑。除建筑长度超长外，根据建筑竖向布置的要求，部分存在竖向收进，并且收进部位到室外地面的高

度与房屋高度之比大于 0.2，且收进平面尺寸大于 25%。由于超长，还存在扭转不规则，在考虑偶然偏心

的扭转位移比大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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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判断，结构有两项一般不规则项，属于一般不规则结构。 

 
4 抗震措施 
 

本工程采用混凝土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并采用减震技术。上部结构嵌固端取在地下室顶板部位，抗

震设防类别为乙类，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0.2g） ，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框架抗震等级一级、剪力

墙抗震等级一级，由于乙类建筑应按提高一度采取抗震措施，房屋高度已超过按9度对应的 大适用高度，

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第 3.9.7 条规定，抗震构造措施按框架与剪力墙均为特

一级考虑。 

   针对结构的不规则项，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抗震措施。 

 

5 减震设计 
 

   论文从：结构计算软件，设计原则，结构的减震目标和性能目标，粘滞流体阻尼器的性能和检验要求，

阻尼器的布置，减震结构弹性时程分析，附加有效阻尼比的计算，阻尼器周边构件的设计计算方法几个方

面介绍了本工程的具体减震设计方法。 

 

6 结语 
 

随着我国减隔震技术的发展，计算理论和计算机应用程序的不断完善，减隔震产品越来越成熟，减隔

震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建筑的应用。针对减震和隔震技术的不同特点、适用范围，对

比选择 佳的方案，并经过认真的计算分析，设计出安全、经济、适宜的结构体系才是 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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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aCAD 和 PERFORM-3D 消能减震模型转换与应用 

 
吴晓涵 

副教授 

同济大学结构工程与防灾研究所 

xhwu@tongji.edu.cn 

吴晓涵（1964-），博士，主要从事建筑结构

抗震方向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以及复杂结

构弹塑性分析软件开发应用 

 

   

 

摘  要：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法可有效地揭示消能减振结构的工作机理和抗震性能，论文在分析 NosaCAD 和

PERFORM-3D 结构分析软件的消能减振计算模型特点的基础上，开发了 NosaCAD 和 PERFORM-3D 的

消能减震结构模型转换模块，实现 PERFORM-3D 与 NosaCAD 消能减震结构非线性模型参数的共享，充

分利用 NosaCAD 已有的与常用结构分析软件的转换接口，以及 AutoCAD 环境下消能减震结构建模的高

效便捷，从而大大提高消能减震结构弹塑性动力分析的效率。 后给出的工程分析实例，验证了模型转

换模块的有效性和可应用性。 

关键词：消能减震；NosaCAD；PERFORM-3D；摩擦摆隔震支座；粘滞阻尼器 

 

1 概述 

 

NosaCAD 和 PERFORM-3D 具有较强的弹塑性动力分析功能，同时也具有常用消能减振装置的计算模

型，包括粘滞阻尼器、金属阻尼器、隔震支座和屈曲约束支撑等的计算模型。NosaCAD 基于 AutoCAD 的

二次开发而来，可充分利用 AutoCAD 图形编辑功能，快速便捷地完成消能减振装置模型的设置和修改调

整工作。本文在原有 NosaCAD 基础上通过增加消能减振装置模型转换模块，来实现 PERFORM-3D 消能减

震结构模型的快速建模，使 PERFORM-3D 的消能减震计算模拟功能得到高效的应用。由于 NosaCAD 具有

常用结构分析软件模型的导人和生成功能(图 1)，消能减震结构模型转换功能的实现，同时也为常用结构

分析软件结构计算模型实现消能减震建模和动力弹塑性分析提供了便捷的途径。论文 后给出了消能减震

结构分析实例，验证了消能减震结构模型转换模块的可应用性。 

 

图1 NosaCAD与常用结构分析软件转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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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模型与模型转换 
 

液体粘滞阻尼器和摩擦摆支座是常用的减震装置。NosaCAD 中建立粘滞阻尼器和摩擦摆支座几何模

型时，同时附带相关参数，或对已存在的某一线实体进行指派来完成粘滞阻尼器和摩擦摆支座单元建模。

粘滞阻尼器单元采用多段折线模拟阻尼器的 F（轴向力）-V（轴向相对位移速率）曲线， NosaCAD 生成

PERFORM-3D 时，转换模块根据相关参数生成五折线 F-V 关系模型(图 2)。摩擦摆支座的滞回模型如图 3

所示。现行版本的 PERFORM-3D 未提供文本格式的模型输入文件，转换生成的 PERFORM-3D 模型按

PERFORM-3D 的二进制文件格式进行保存。 

     

图 2 粘滞阻尼器 F－V 关系模型示意图    图 3 摩擦摆支座滞回模型  图 4 NosaCAD 转 PERFORM-3D 模型参数选项界面 

 

3 工程实际应用 
 

论文给出了两个消能减震实际工程的计算模型转换和计算分析应用，实例一是由四栋 238m高的 50~51

层塔楼组成的某多塔连体结构，在屋顶通过一座长达 300m 的空中连桥相连(图 5)，连桥和塔楼的连接方案

之一采用了摩擦摆支座连接方式。实例二是某医院大楼(图 6)，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在主体结构 1～

18 层共设置了 318 组粘滞阻尼器，属于采用消能减震设计的重点设防类结构。借助结构分析软件 NosaCAD

的模型转化功能，快速实现了消能减震结构的建模、计算以及分析结果的后处理。 

     

(a) NosaCAD模型           (b) Perform-3D模型           (c) NosaCAD模型           (d) Perform-3D模型 

图 5 分析实例一结构整体模型                        图 6 分析实例二结构整体模型 

           

           (a) T4S 塔楼                (b) T5 塔楼            (a) 10 层 X 方向阻尼器    (b) 10 层 Y 方向阻尼器 

图 7 分析实例一摩擦摆滞回曲线                    图 8 分析实例二粘滞阻尼器滞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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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通过开发 NosaCAD 和 PERFORM-3D 的消能减震结构模型转换模块，以及消能减震结构分析实例的转

换和弹塑性时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借助 NosaCAD 已有与常用结构分析软件结构分析模型转换模块，充分利用 AutoCAD 的图形处理

功能进行消能减振单元的建模，可方便快捷地实现消能减震结构的建模或相关参数修改调整工作。 

(2) 结构弹塑性分析是揭示结构消能减震效能和工作机理的有效方法之一，为基于性能的消能减震结

构抗震分析和设计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通过模型转换，避免了重复建模工作，可充分发挥不同软件的功能

特性，大大减少消能减震结构弹塑性分析的数据准备工作量，提高了消能减震结构抗震性能分析和设计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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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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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梁-柱-叠合楼板混凝土结构试验研究 

 
 

 

 

 

 

 

 

 

 

 

 

 

 

摘  要：为研究高层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框架梁柱节点的抗震性能, 以某百米高度装配式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

为原型，选取中间层（17 层）和顶层（33 层）典型的中间节点，设计足尺试件进行低周反复荷载试验，

考察节点的刚度、承载力、开裂破坏形态、滞回特性、延性性能、耗能能力等指标，并重点研究了拼缝

及梁钢筋锚固方式对梁柱节点抗震性能的影响, 通过与现浇节点对比试验表明：装配式混凝土框架节点

与整体现浇节点具有相当的抗震性能，梁钢筋在节点中采用贯通或有效锚固时的抗震性能基本一致。 

关键词：装配式框架；中间节点；低周反复荷载试验；抗震性能 

 

1 前言 
 

装配式框架结构中，采用梁、柱预制，节点区后浇，梁钢筋在节点区内贯通或者有效锚固、柱钢筋贯

穿节点区并采用套筒灌浆连接的形式。装配式梁柱节点的受力对整体装配式框架结构抗震性能的关键因素。

为研究此类装配式框架梁柱节点的受力性能，包括承载力、延性、破坏模式等，本文设计制作了足尺试件，

对梁柱装配节点进行了低周反复荷载试验；并与现浇节点试件进行对比，研究拼缝、钢筋锚固方式等对装

配节点抗震性能的影响及施工的安全可靠性，为技术推广及应用提供参考。 

 

2 试验概况 
 

以某 100m 高的装配式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为原型进行试件设计，结构总高 100.45m，轴网尺寸为

6m×6m，高宽比 3.3。梁、柱均采用预制构件，节点区现浇；剪力墙为现浇结构，楼板为叠合板，厚 160mm。

结构首层高 4.25m，标准层高 3m。 

选择结构平面典型位置的中节点进行试验。选择第 17 层中节点[4-5]和顶层 33 层中节点作为研究对象。

每类中节点各制作 2 个预制拼装试件和梁下钢筋在节点区贯通、梁下钢筋在节点区错开锚固，以及一个现

浇对比试件共计 6 个试件。 

柱和节点区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60，纵筋为 HRB400 级，箍筋为 HRB400 级。梁、板的混凝土强度等

级为 C30，纵筋为 HRB400 级，箍筋为 HRB33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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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cqugaoji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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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过程及现象 
 

在往复荷载作用下开裂荷载、破坏过程及特征基本一致。3 组构件均经历了从构件开裂、钢筋屈服、

达到极限承载能力、破坏几个阶段， 终构件均表现为梁端弯剪复合破坏。 

构件裂缝均 先出现在梁根下表面（无楼板一侧），当加载反向时在梁顶（有楼板一侧）也出现了裂

缝，随加载继续进行，裂缝逐渐向加载点延伸形成斜裂缝并不断加宽；在节点中间区域形成交叉裂缝。当

梁端及核心区混凝土裂缝发展到一定宽度后裂缝主要集中在梁根底部（上、下受弯区域）和节点核心区交

叉裂缝处， 终梁根部混凝土呈斜向三角形剥落，梁承载力显著降低构件发生破坏。其中，拼装上柱试件

中，柱底端拼缝没有开裂，梁根拼缝没有发生直剪破坏。 

 

4 试验结果及分析 
 

滞回曲线 

1）在每类节点中，2 个拼装试件及 1 个现浇试件的滞回曲线形状大致相同、特征类似，说明现浇节点

及拼装节点具有一致的抗震性能； 

2）中间节点由于梁剪跨比较小而发生弯剪复合破坏，滞回曲线有捏拢现象；顶层节点由于节点区的

斜裂缝发展比较明显，也有一定的捏拢现象，滞回曲线的形状介于梭行和反 S 形之间。 

 

骨架曲线及延性 

现浇与装配节点骨架曲线走势基本一致。中节点的梁承受正弯矩时（翼缘板受压）承载力较低，且骨

架曲线没有明显的下降段，主要是由于翼缘板参与受压，梁的受拉钢筋相对配筋率较低，压区混凝土没有

明显压碎破坏而受拉钢筋屈服严重；承受负弯矩时（翼缘板受拉）承载力较高，且骨架曲线下降段较为明

显，这是由于叠合板内钢筋也参与受拉，配筋率相对较高，压区混凝土明显压碎破坏。 

现浇节点与装配式节点的承载力基本一致。现浇节点的位移延性系数略大于拼装节点；拼装节点中，

底筋贯通时延性系数略大于底筋锚固时的情况。 

 

耗能能力 

两类节点 终破坏模式均表现为梁端弯曲破坏，中间层中节点节点核心区保持完整，顶层中节点节点

核心区裂缝发展较明显，对整体节点的耗能有一定的影响，构件的耗能能力是随着加载位移增加而增大的，

发展趋势与之相同，总体而言现浇构件耗能能力稍优于拼装构件。 

 

5 结论 
 

1） 梁底钢筋在节点区内锚固的方式与钢筋贯通的方式的两类装配式构件性能基本相同； 

2） 装配框架梁柱节点与现浇节点整体性能基本相当破坏模式接近； 

3） JD3 梁端拼缝剪切滑移变形明显大于 JD2，顶层节点的节点区破坏稍严重，拼装节点在梁根受弯

屈服并开裂以后，梁根拼缝发生剪切滑移变形，但并未发生直剪破坏；JD2 柱根拼缝未发生剪切错动；叠

合梁的水平拼缝未发生破坏。 

4） 由于楼板及其分布钢筋的增强作用，梁的负弯矩承载力明显大于正弯矩承载力，表现为明显不对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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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wenlu100@163.com 

刘文路（1970-），学士，主要从事高层建筑 

结构、大跨度钢结构设计。主持中国石油驻 

新疆乌鲁木齐企业联合指挥中心、新疆国际 

会展中心、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乌鲁木 

齐火车站等项目设计 

 

温四清 

正高职高级工程师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wensiqing@126.com 

范浩 

工程师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fanh05@sina.com 

施刚 

教授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shigang@tsinghua.edu.cn

肖从真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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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会议中心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受力特点和破坏模式，寻找结构可能存在的

薄弱部位，进行了整体结构的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和较为精细的弹塑性时程分析。模型试验和数值

模型获得了结构在各水准地震作用下的位移反应、应力反应和结构损伤情况。数值模拟结果与模型

试验结果吻合较好，且二者均表明，会议中心整体结构具有较好的抗震能力，其抗震性能达到了预

定的抗震设防目标。 

关键词：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振动台试验；弹塑性时程分析；长悬挑钢桁架；结构损伤 

 

1 工程概况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位于乌鲁木齐市，是中国西部地区面向中亚、规模 大、功能 全的国际性会展中

心之一。中部主建筑为会议中心，建筑为 5 层上托椭球体明月造型，建筑总高度 50.5m。椭球体明月造型

通过变化悬挑钢桁架的长度实现，钢桁架向外的悬挑长度纵向 大为 37m、横向为 26.2m。 

会议中心第 4、5 层采用大跨度大悬挑的结构形式，其下部 1～3 层的层高大，建筑物竖向质量、刚度

相差较大，存在竖向刚度和承载力突变，在高烈度区地震作用下，结构存在较大的地震反应。鉴于结构的

复杂性，对会议中心整体结构进行了振动台模型试验和中大震作用的数值模拟，以期研究结构的抗震性能，

发现结构可能存在的薄弱部位，为结构设计提出改进意见与措施，保证结构的抗震安全性。 

 

2 振动台试验研究 
 

本工程委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进行了整体结构的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模型试验选取与设计相同的

                                                        
作者简介：董卫国(1969-)，男，硕士，正高职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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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天然波（Elcent 波和 Taft 波）和一组人工波，进行模拟地震振动台实验。试验共布置 37 个加速度计

测点，用来测量结构各层的水平平动、竖向及扭转反应。布置 56 个应变片，测量地震作用下关键部位构

件的受力情况。 

8 度小震输入，结构未发现屈服和损坏。8 度中震输入，结构动力响应不剧烈。裙房南侧外框架梁出

现较多裂缝，主体个别钢骨混凝土柱到钢柱变截面位置根部节点发现少量竖向裂缝，底层模型结构核心筒、

主体结构、悬挑结构主要构件未发现屈服和损坏，整体结构主要构件保持在弹性范围。8 度大震输入，核

心筒出现少量裂缝，主体框柱及裙房框架裂缝有少量增加。悬挑结构主要构件未发现屈服和破坏。9 度超

大震输入，核心筒、主体框柱及裙房框架裂缝有所增加，悬挑结构主要构件仍未发现屈服和损坏，模型结

构虽有一定损伤，但主要构件损伤不大，结构保持很好的整体性。8 度大震作用下，层间位移角 大值 X

向为 1/206，Y 向为 1/216，符合规范小于 1/100 的要求。 

 

3 动力弹塑性分析 
 

采用 ABAQUS 软件建立会议中心弹塑性分析模型研究结构受力特点和结构性能。在大震作用下，模型

试验与数值分析得到的 大层间位移角均小于 1/100，满足“大震不倒”的抗震性能目标。8 度大震作用

后，混凝土剪力墙在个别洞口附近出现混凝土轻微受压损伤，整个核心筒受压基本完好无损。钢结构构件

绝大部分保持弹性状态，仅 3 层及 4 层少数梁及水平支撑构件出现较为轻微屈服。第 2 层悬挑部位的梁出

现轻微损伤及中度损伤，相应位置的梁钢筋也发生明显屈服，另外少数大跨度梁跨中部位的钢筋发生轻微

屈服，其余位置的梁、柱、剪力墙中的边缘构件纵筋及连梁纵筋均未出现塑性损伤。在 8 度大震作用下，

中间区域靠近核心筒的楼板出现较为明显的受压损伤，损伤可达到严重损伤的程度，设计需在相关部位采

取足够加强措施。 

 

4 结论 
 

为充分掌握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会议中心的抗震性能，对该结构进行了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和较为精

细的中大震动力弹塑性分析。 

振动台模型试验表明会议中心结构能够达到预期的抗震性能目标，结构整体性能较好：在 8 度小震

作用下，结构主要构件未发生损伤；在 8 度中震作用后，结构主要构件动应变保持在较小变化范围内，

结构未见损伤；在 8 度大震作用后，结构自振频率略有下降，钢骨柱顶部出现微小竖向裂缝，核心筒剪

力墙第 4 层及底部个别洞口附近出现少量裂缝，悬挑桁架主要构件未见屈服，模型结构稍有损伤；在经

历超过 9 度大震作用后，结构仍有较好的完整性，主要构件未发生严重损坏。 

动力弹塑性分析与振动台试验的对比结果表明，本文建立的数值分析模型与模型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数值模型较为准确的预测出结构的弹塑性变形性能，以及分析结构构件层次的弹塑性损伤性能，能够满

足工程设计的精度要求。此外，数值模型揭示 8 度大震作用下，中间区域靠近核心筒的楼板出现较为明

显的受压损伤，因此本文的数值模拟是振动台模型试验的有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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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试验研究 

 
杨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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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yyhhp2004@163.com 

杨勇（1976- ），工学博士，主要从

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研究 

薛亦聪 

博士研究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xjdxyc@foxmail.com 

薛亦聪（1992- ），博士研究生，主

要从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研究 

于云龙 

博士研究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yyllyp126@sina.com 

邵永健 

教授 

苏州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syjsz@163.com 

郭宇翔 

硕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603137796@qq.com 

杨 洋 

硕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343654441@qq.com 

 

摘  要：为充分发挥型钢混凝土结构在受力性能和预制装配结构在施工方面的优势，提出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

土梁。结合 2个系列 7个梁试件的受弯性能静力试验研究及 3个系列 17个梁试件的受剪性能静力试验，

对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PPSRC）梁和空心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HPSRC）梁的受弯破坏形态、

破坏机理及处于正、负弯矩区段的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PPSRC）梁和采用蜂窝型钢的部分预制装

配型钢混凝土（PPCSRC）梁的抗剪性能进行了研究。结合与全现浇型钢混凝土梁对比试件的比较分析，

对浇筑方式、截面形式和混凝土强度对 PPSRC 梁、HPSRC 梁以及 PPCSRC 梁受力性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预制外壳能够保证与现浇混凝土之间的协同工作，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具

有良好受力的性能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预制装配混凝土结构；型钢混凝土梁；抗弯性能；抗剪性能；试验研究 

 

1 引言 
 

型钢混凝凝土（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简称 SRC）结构，作为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一种重要形式，

因其强度高、刚度大以及良好的延性和耗能能力，在国内外超高层及大跨重载结构中被广泛使用。但因其

施工工序较为复杂，节点钢筋绑扎困难等原因，在量大面广的多层建筑中应用较少，极大限制了型钢混凝

土结构的广泛应用。预制混凝土结构因其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对环境影响小、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等

优点，目前在世界各国广受推崇。 

本文作者提出新型部分预制装配式型钢混凝土构件，称为部分预制型钢混凝土梁（Partially Precast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简称 PPSRC）。考虑到 PPSRC 梁中型钢腹板的存在，PPSRC 梁具有良好的抗剪性能

特点，同时为了进一步减轻梁自重，在 PPSRC 梁腹部用保温隔热等填充材料代替部分内部现浇混凝土，

形成内部空心的部分预制装配式空心型钢混凝土梁（Hollow Partially Precast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简称

HPSRC）。为进一步节约钢材，针对大截面型钢混凝土梁中型钢截面尺寸较大的特点，将同样截面尺寸的

型钢改造成蜂窝型钢，增加型钢的有效截面高度，有效提高截面的受弯承载能力，并基于此提出采用蜂窝

型钢的部分预制型钢混凝土梁（Partially Precast Castellated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简称 PPCSRC）。 

课题组分别对 PPSRC、HPSRC 及 PPCSRC 三种类型梁的受弯性能和正、负弯矩区的受剪性能开展了

试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设计计算方法。本文介绍三种类型梁受力性能的试验研究成果，以供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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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工程应用参考。 

                

 

2 主要研究内容 
 

本次试验共设计了 24 个试件，包括 13 个 PPSRC 梁试件、3 个 HPSRC 梁试件、4 个 PPCSRC 和 4 个

全现浇 SRC 对比试件。其中 13 个 PPSRC 梁试件分为 3 类，分别探究其抗弯性能以及在正、负弯矩下的抗

剪性能。 

本文重点分析了一下 3 点承载力影响因素： 

1. 制作方式的影响。在此，制作方式主要指现浇和预制两种浇筑方式。 

2. 型钢种类及截面空心的影响。在此，型钢种类是指蜂窝型钢和实腹 H 型钢；截面空心是指梁腹板的

中空。 

3. 现浇混凝土强度的影响。在此，现浇混凝土是指浇筑在梁腹板核心及混凝土翼缘板的普通强度混凝

土。 

 

3 主要结论 
 

1）PPSRC 梁、HPSRC 梁及 PPCSRC 梁均具有良好的整体工作性能，破坏时型钢、预制混凝土、现浇

混凝土三者结合良好，无明显滑移，表现出良好共同工作性能。 

2）由于内部型钢的贡献，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破坏延性明显优于钢筋混凝土梁。PPSRC 梁、

HPSRC 梁及 PPCSRC 梁与现浇 SRC 梁相比，抗弯及抗剪承载力非常接近，四者具有相同破坏形态和相近

的承载能力，预制和现浇两种制作方式对试件受弯性能影响不明显。 

3）HPSRC 梁与 PPSRC 梁受弯性能相似，HPSRC 梁中腹板空心，对试件受弯承载能力有一定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随着现浇混凝土强度升高会显著降低。 

4）PPSRC 梁及 PPCSRC 梁试件的抗剪性能试验均表明其抗剪承载力随现浇混凝土的强度提高而提高；

在剪跨比 1.0 到 2.0 之间，斜截面抗剪承载力随剪跨比的增加而减小。同时随着现浇混凝土强度提高，PPSRC

梁和 HPSRC 梁抗弯承载能力提高，但是提高速度相对混凝土强度提高速度而言，相对较慢。 

5）蜂窝型钢混凝土梁试件的斜截面承载能力与实心型钢混凝土梁试件相比有所降低，但差异值较小。

考虑到其抗弯承载能力的提高幅度，可认为蜂窝型钢混凝土梁是一种可行有效的改进方式。 

 

 

 

 

 

 

实腹 H 型钢

蜂窝型钢 



 

 

 

 

 

六、 结构抗风、防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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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期内高层建筑横风向风荷载计算方法研究 

       

陈凯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chenkai@cabrtech.com 

陈凯（1976-），男，博士，主要从

事结构抗风分析  

严亚林 

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yanyalin@cabrtech.com 

严亚林（1985-），男，硕士，主要

从事结构抗风分析  

    

摘  要：本文探讨重现期内超高层建筑的横风向风荷载计算方法：对于结构一阶自振频率高于风荷载峰值频率的

情况，采用建筑所在地区基本风压获得结构 大风荷载；对于结构一阶自振频率低于风荷载峰值频率的

情况，则需通过重现期内风压的遍历计算获取结构 大风荷载。 

关键词：横风向；共振；重现期；峰值频率        

 

1 引言            

对周期接近或长于 10s 的建筑，结构自振频率与风力谱峰值频率接近甚至低于峰值频率，将给结构响

应造成较为不利的影响。对于该条件下的建筑，有必要对自振频率低于峰值频率的风荷载进行更为精细的

研究。 

 

2 横风向风致响应及风荷载的计算公式 

假设高层建筑模型为集中质量模型，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动力学方程为： 

                                       (1) 

式中，M ，C ， K ， F 分别为质量、阻尼、刚度和风力， X 为位移响应。 

结构广义位移响应方差及等效静力风荷载分别按（2）、（3）式计算。 

                   (2) 

                                  (3) 

式中， *C ， *K ， *F 分别为广义阻尼、广义刚度和广义力，q 为广义位移。w为圆频率， jw 为结构的第

j 阶自振圆频率，z 为阻尼比，i 为虚数单位, 为广义力功率谱， 为折算频率的广义力功率谱， *k
为与结构尺寸有关的常数。 

         

3 横风向风荷载随风速（或风压）及结构自振周期变化的特点 

风荷载峰值频率与结构 1 阶自振频率的关系直接影响横风向响应及风荷载的大小。定义折算频率

，图 1 为结构一阶自振频率与荷载谱谱峰频率相对位置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 

如图 1a），峰值频率 rf 满足 1 rf f> 。由于对应基本风压的风速为重现期内的 大风速，在整个重现期内，

结构不会发生对应横风向荷载谱峰的共振现象，结构响应或荷载随风压增加单调递增，直接用设计风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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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算便可获得结构的 大弯矩响应。 

如图 1b），峰值频率 rf 满足 1 rf f< 。设计风速小于基本风压对应风速时，可能出现一阶频率对应的折算

频率与峰值频率相等，发生峰值位置的强共振现象；这种条件下，结构响应或荷载随风压增加先增加后减

小，对应结构 大响应或荷载是某个小于设计风速的某个风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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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振频率>峰值频率                  b）自振频率<峰值频率 

图 4  B 类地貌下高层建筑横风向荷载谱 

 

4 重现期内最大横风向计算的风压选择与周期调整  

        

4.1 最大风荷载对应的风压 

对于折算频率高于横风向风荷载谱峰值频率的情况，直接采用基本风压进行分析即可；对于折算频率

低于横风向风荷载谱峰值频率的情况，需要选择一定的风压区间及自振周期区间分析其响应 大值。 

由（2）式，结构的响应 r 可表示成风压w的函数式（4）： 

 

                                (4) 

式中， ，为反映结构共振响应的共振因子。响应 大值对应于 ( )' 0r w = ，即： 

         (5) 

求解（5）式，便可获得 大响应对应风压。 

4.2 周期敏感性 

工程实践中，为了控制结构风荷载，需要调整结构周期，因而需要对周期敏感性进行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当结构一阶自振频率的折算频率高于峰值频率时，通过减小结构周期可有效降低结

构的风荷载。 

而若结构一阶自振频率的折算频率低于峰值频率，则减小结构刚度、增加结构周期也可降低结构的风

荷载，但采用这一方法有可能引起结构的高阶振型共振，从而给结构的安全性带来不确定因素。 

 

5 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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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横风向 大等效静力风荷载应根据结构自振频率与峰值频率关系确定： 

(1)当结构一阶自振频率折算频率高于峰值频率时，应采用基本风压计算结构横风向风荷载。 

(2)当结构一阶自振频率折算频率小于峰值频率时，应通过（5）式确定 不利风压，并以此计算结构横

风向风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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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板在矩形截面超高层建筑气动优化中的 

可行性研究 

 
许振东13 

硕士研究生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3100103076@zju.edu.cn 

许振东(1992- )，硕士，主要从事

风工程研究，参与上海徐家汇中心

3、4 号地块风工程研究工作 
 

谢霁明 

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jiming_xie@zju.edu.cn 

谢霁明(1955- )，博导，主要从事风

工程与减震技术研究，参与迪拜塔、

纽约自由大厦等风工程研究工作 

 

    

 

摘 要：本文基于适风设计思想，提出一种针对高层建筑的可调被动式气动抗风措施。通过在高层建筑外设置可

伸缩的导流板来达到优化建筑气动特性的效果。与传统的建筑截面切削角、凹角等气动优化方法相比，

设置可伸缩的导流板可避免改变建筑主体外形，从而避免了气动外形优化与建筑设计的矛盾。本文介绍

了导流板设计的思路与主要过程，并通过风洞试验验证了两个典型方案的气动优化作用，同时对导流板

尺寸与气动优化的关系进行了参数研究，给出设计建议。 

关键词：适风设计；主动式抗风；可伸缩式导流板；气动优化；高频天平试验 

 

1 适风设计方法 
 

传统抗风设计强调的是增强结构系统的被动抗风能力，使之在整个建筑物使用年限内随时都具备应对

罕遇强风的能力。适风设计思想则提出通过可调被动流动控制方法，仅在罕遇强风情况下对建筑物的外形

实施空气动力学优化，增强建筑物应对极端风气候的自适应能力。本文基于适风设计思想，参考导流板在

桥梁结构气动优化措施中的应用，提出一种将可伸缩式的导流板应用于超高层建筑的适风设计方法，将建

筑外形的空气动力学优化以一种灵活实用的方式实现。 

 

图 1 可能应用于高层建筑的导流板示意 

 

2 导流板选型设计 
 

 设计合适的导流板，需考虑气动力特性改善效果与可应用性。对此，本文提出三个基本的设计限制条

件：1）可操作性、2)尺寸合理、3）全风向有效。 

同时，本文建议导流板选型可依据设计阶段，采用流态显形方法、CFD 数值模拟方法与 HFFB 试验方

法等手段进行方案设计与筛选。 

                                                        
基金项目：国家科学自然基金面上项目（5157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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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流态显示试验 图 2（b）CFD 升力系数时程 图 2（c）风洞高频天平试验 

 

3 风洞试验研究验证可行性 
 

本文进行风洞试验对导流方案进行研究，主要目的有：1）研究导流板方案的气动优化效果及其可行

性；2）对选定的导流板方案进一步研究导流板关键尺寸参数对气动优化效果的影响，确定关键尺寸参数。 

 
图3（a）A型导流方案图3（b）B型导流方案 

本文在浙江大学风洞内进行 HFFB 高频天平试验，主要以 A、B 两种典型导流方案为对象进行研究。主

要关心的关键尺寸包括：1）A 方案中导流板宽度 b、高度 H与开启角度α；2）B 方案中导流板距建筑表面

距离 D。试验结果分析中，以横风向基底荷载均方值与顺风向基底荷载平均值分别作为横风向作用与顺风

向作用的荷载代表值，并将横风向基底荷载功率谱作为参考对象。 

 

4 总结与建议 
 

将导流板应用于矩形截面超高层建筑的气动优化措施，能明显削弱横风向荷载。具有实际可行性。 

导流板的优化效果对导流板的尺寸比较敏感性，需要根据实际项目情况，采用有针对性的试验研究优

化导流板的具体设计。 

以A方案为例，通过试验研究发现导流板的宽度b宜保持在1/10建筑截面尺寸的范围左右；其高度H控

制在1/5~1/3建筑截面尺寸的范围左右；建议其开启角度α控制在45°左右。 

以B方案为例，本文建议其导流板宽度b宜保持在1/10建筑截面尺寸的范围左右；建议其导流板与立面

距离D保持在1/10建筑截面尺寸的范围左右。 

导流板的形式与设计方法存在优化改进和创新空间，其作用机理和具体应用设计有待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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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钢结构抗火设计方法14 
 

王广勇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建筑防火研究所 

wanggy0609@163.com 

王广勇（1972-），博士，主要从事结构抗火、 

抗震性能研究，主持央视 TVCC 结构火灾后评估、北京中国尊 

结构抗火设计、宁波地铁交通枢纽抗火设计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 

 

摘要：本文介绍了大跨钢结构构件及整体结构的抗火设计方法，首先采用火灾数值模拟的方法确定火灾温度场，

然后通过考虑对流和辐射传热确定了结构构件的温度，同时考虑火灾和荷载的效应组合，进行了大跨网

壳结构构件和整体结构的抗火设计，抗火设计为建筑结构构件的防火保护提供了直接依据。 

关键词：大跨钢结构；火灾；温度；抗火设计；防火保护 

 

1 引言 
 

实际工程中，往往根据空气温度是否高于某一温度值（例如300℃或200℃）确定是否采取防火保护，

不进行抗火设计。这种方法忽略了高温下构件受热膨胀受到结构整体的约束而不能自由膨胀，从而导致结

构及构件内力增加，当构件内力超过其承载力时将会引起结构局部破坏或整体倒塌。这种方法给大跨钢结

构的抗火安全埋下较大隐患。因此，科学的进行大跨钢结构的抗火设计尤为重要，而目前还缺乏科学完善

的大跨钢结构的抗火设计方法。本文以一大跨网架结构抗火设计为例阐述了大跨钢结构抗火设计的原理与

方法。 

 

2 大跨钢结构抗火设计的一般步骤 
 

根据《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CECS 200:2006）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报批

稿），大空间建筑可采用根据实际火灾荷载大小和分布确定的火灾温度场。本项目依据建筑室内火灾荷载

的分布和数量，利用火灾模拟软件FDS进行建筑火灾的数值模拟，获得火灾空气温度。之后，进行结构及

构件的传热分析，确定火灾下结构或构件的温度场。 后进行构件及整体结构的抗火设计。 

 

3 建筑火灾温度场数值模拟 
 

在考虑实际火灾荷载大小及分布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对钢结构抗火的不利布置，确定结构抗火设计采

用的火灾场景。本项目选择的4个典型火灾场景A、B、C、D，布置如图1所示，分别对4个火灾场景下的建

筑结构进行抗火设计。 

火灾场景A起火时间3000s时建筑内空气温度场如图2所示。 

                                                        
基金项目：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2015-K6-009)；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自筹基金课题（2014011133073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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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典型火灾场景布置                              图2  火灾空气温度场（℃） 

 

4 构件抗火设计 
 

目前还没有可完成构件层次上的结构抗火设计软件，如果通过手算进行网壳结构的抗火设计，由于计

算量巨大，难以保证工程进度及设计精度。由于火灾高温下受火构件材料的弹性模型和强度降低，抗火设

计时要根据构件的温度修改构件材料的屈服强度和弹性模量。本项目在通用结构分析及设计软件MIDAS 

GEN软件的基础上，通过对原程序模型数据进行修改使之能正确考虑高温下材料性能改变。同时，采用编

制后处理程序，按照《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CECS200：2006）对构件抗火承载承载力的验算内容，对

MIDAS GEN程序的内力计算结果进行后处理的基础上完成了网壳结构抗火验算。 

 

5 整体结构抗火设计 
 

本项目利用ABAQUS的热力耦合功能计算本建筑物钢结构的耐火性能，建立了本项目整体网壳钢结构

耐火性能分析及抗火设计的计算模型。采用ABAQUS软件的空间三维二次梁单元B32模拟网壳结构各钢构

件，混凝土大梁截面为L形，采用ABAQUS中Arbitrary梁截面定义L形梁截面。利用上述方法建立的计算模

型如图3所示，计算得到的起火180min时网壳结构的竖向位移U3（单位：m）如图4所示。 

    
图 3  网壳结构耐火性能 ABAQUS 计算模型                  图 4  起火 180min 时网壳结构竖向位移云图 

 

6 结论 
 

本文介绍了大跨钢结构构件及整体结构的抗火设计方法，首先采用火灾数值模拟的方法确定火灾温度

场，然后通过考虑对流和辐射传热确定了结构构件的温度，同时考虑火灾和荷载的效应组合，进行了大跨

网壳结构构件和整体结构的抗火设计，抗火设计为建筑结构的防火保护提供了直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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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地基基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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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石混岩地层深基坑支护探索与研究 

 
李厚雄                                                       张保会 

注册岩土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524075134@qq.com                                                          920265015@qq.com 

李厚雄（1979-），本科，主要从事深基坑研究。                               张保会（1965-），本科，主要从事岩土工 

主持杭州德胜大厦、杭州新远大厦深基坑设计                                  程设计与研究，主持杭州东方一品基坑设 

和咨询工作。                                                              计工作 

                    

裘  涛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546819490@qq.com 

 

摘  要：本文通过杭州临安市某工程实例，对其所在区域的场地条件、周边环境和工程地质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

介绍了旋挖灌注混凝土咬合桩+钢筋混凝土内支撑支护结构在卵石混岩地层深基坑围护中的应用，为该

类型基坑工程设计和施工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基坑工程；支护结构；旋挖灌注咬合桩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用地越来越紧张，高层建筑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基础越挖越深，

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也越来越普遍。地面建筑物密集，地下各类管线纵横交错，因此，基坑开挖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卵石混岩地层的基坑工程，如何减小基坑降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有效

地控制围护体的变形，已引起工程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杭州临安市某工程实例，介绍卵石混岩地层深

基坑工程采用旋挖灌注咬合桩+钢筋混凝土内支撑结构的应用实践。 

 

2 主要研究方法 
 

通过对工程所在地区的卵石混岩地层分布特性进行分析，结合现有围护结构的实际应用情况，提出旋

挖灌注咬合桩这一新的围护结构形式，并对其安全性、经济性、实用性进行了论证。通过一项工程的实际

应用情况，对该围护结构的受力特性及周边环境变形特征的实地检测与分析，证明旋挖灌注咬合桩这一围

护结构形式在卵石混岩地层深基坑工程中应用是合理的。 

 

3 主要研究内容 
 

（1）对卵石混岩地层深基坑围护结构的合理选择进行分析。 

（2）对卵石混地层基坑止水方案的合理性、经济性和可靠性进行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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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旋挖灌注咬合桩围护结构的实际受力情况进行现场检测，并与理论计算做对比分析。 

（4）对土岩混合地层作用在围护结构上的侧压力进行实测分析。 

4 主要结论 
 

（1）卵石混岩地层中深基坑支护工程应结合周边环境情况采取有效的降止水方案，周边环境对沉降

较为敏感地区基坑支护可考虑采用旋挖灌注咬合桩的止水方案。 

（2）对土岩混合地层中的基坑工程，岩体侧压力的计算理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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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德达医院地下室结构抗浮设计 

 
张士昌 

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zhangsc@isaarchitecture.com 

张士昌（1981-），硕士，主要从事建筑结构设计研究，主持苏州 

工业园区体育场、上海迪士尼冒险岛漂流等项目结构设计工作 

 

摘  要：本文列举了国内地下室上浮案例和原因，探讨了抗浮设计方法和施工应对措施，并介绍了上海德达医院

地下室的抗浮设计，可供同类项目参考。 

关键词：地下室；抗浮 

 

1 工程介绍 
 

上海德达医院项目两处纯地下室区域和一处下沉式广场，上部压重无法平衡水浮力，需要进行抗浮设

计。 

 

2 国内地下室上浮案例及原因 
 

国内地下室上浮工程事故时有发生，经济损失巨大，社会影响严重，修复也很困难，甚至有地下室上

浮 5~6m，只能做报废处理。根据不同的事故原因，分类介绍了四个典型案例。 

 

3 抗浮设计方法 
 

介绍了地下室抗浮设计的具体设计方法和设计时应注意的问题，包括增加配重、设置抗拔桩或抗拔锚

杆、设置排水减压系统、设置截水帷幕、地下水位取值、PHC 管桩作为抗拔桩需要注意的问题等。 

 

4 施工要求 
 

介绍了地下室抗浮施工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土方开挖、土方回填、降水时间和施工预案等。 

 

5 德达医院地下室抗浮设计介绍 
 

介绍了上海德达医院地下室抗浮设计，包括设计和施工两个方面。 

 

6 小结 
 

本文列举了国内地下室上浮案例和原因，探讨了抗浮设计方法和施工应对措施，并介绍了上海德达医

院地下室的抗浮设计，可供同类项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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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景龙门项目复合地基沉降控制与分析 

 
谷文科    

高级工程师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gwk175@163.com 

谷文科（1963- ）本科，主要从事

民用建筑研究及设计工作，主持宏

力国际酒店，美景龙门的设计工作  

吴伸杰 

高级工程师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wusnjie@163.com 

吴伸杰（1981- ）硕士，主要从事

民用建筑研究及设计工作，参与宏

力国际酒店，美景龙门的设计工作  

 

摘  要：本工程为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复杂高层，因建筑立面挑空要求，外框柱不能上下贯通，促使框筒结构

竖向荷载分布不均更加突出，采用复合地基控制沉降差尤为困难。本文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通过变刚

调平概念设计，局部控制与整体控制相结合，较好的解决了基底压力不均匀，沉降差过大的难题，节约

了大量投资，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关键词：变刚度调平；沉降控制；沉降差 

 

1 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美景龙门项目 1#、 2#楼及裙房, 场地位于郑州市市区，1#主楼地下二层，地上十六层，建

筑物总高度为 76.290 m；2#主楼地下二层，地上二十四层，建筑物总高度为 98.70 m，裙房地下二层，地

上四层，建筑物高度 18.60m。1#、2#楼与裙房之间在±0.000m 以上均设有抗震缝，地面以下不设缝。 

主楼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裙楼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主楼立面沿高度竖向体型收进、长悬挑、局部竖向构件不连续
[2] [3]

，造成上部相应框架形成大悬挑，

框架悬挑部分竖向荷载通过斜撑传至内排框架柱及内筒，造成内排框架柱及核心筒荷载更大，建筑效果详

见图 1。 

主楼基础采用采用水泥粉煤灰碎石桩（CFG 桩）复合地基、平板式筏板基础，1#主楼筏板厚度采用 1800 

mm，2#主楼筏板厚度采用 2500 mm，基底标高-12.60～-13.40 之间。裙楼采用采用水泥粉煤灰碎石桩（CFG

桩）复合地基，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加抗水底板。 

 

2 复合地基基础可行性设计 
 

由本工程的特殊性及规范对荷载不均匀结构沉降的控制要求，从两个方面对规范条文提出的要求进行

计算，为保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采用多个不同的软件分别进行计算，针对下面两个问题对计算结果进行

分析， 

①按照上部荷载及刚度情况把整体筏板分为四个独立板块并考虑各板块的相互影响，计算出各板块相

邻框架柱的沉降差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②以整体平板式筏形基础进行基础沉降计算，复核其整体挠度值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 计算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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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复合地基，重点对复合地基上筏板基础整体挠度、重要沉降角点沉降差异及板块中心点沉降

进行深入详细的计算，并一一对比规范的规定，从而验证特殊建筑采用复合地基基础的可行性。 

 

4 结论 
 

框筒结构由于其结构布置的特殊性，存在着竖向荷载分布不均匀的问题，从而造成基础沉降不均匀从

而影响建筑的安全性，而本工程的建筑立面具有的特殊性，使基础沉降不均匀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本

文通过变刚调平概念设计，局部控制与整体控制相结合，采用水泥粉煤灰碎石桩（CFG 桩）复合地基较好

的解决了基底压力不均匀，沉降差过大的难题，且节约投资明显，受到建设单位及与会专家的好评，并顺

利通过了省超限专家组（CFG 复合地基）论证，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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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拔桩布置对基础底板经济性的影响分析 

 
郑汉兵 

硕士，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zhenghanbing@vtjz.com 

郑汉兵（1977-），硕士，从事建筑

结构设计工作，担任北京天圆祥泰

双子座、北京奥体商务文化园等超

高层项目结构专业负责人 

 

柴俊艾 

学士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chaijunai@vtjz.com 

柴俊艾（1989-），学士，从事建筑

结构设计工作，参与北京天圆祥泰

双子座、柳州三胞广场等超高层项

目结构设计 

 

李辉 

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lihui@vtjz.co 

李洪求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lihongqiu@vtjz.com 

何涛涛 

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lihongqiu@vtjz.com 

 

 

摘  要：多层大柱网纯地下建筑，当抗浮设防水位较高时，设置抗拔桩是常用的一种解决抗浮稳定不足的有效措

施。抗拔桩的布桩方式可分为集中布桩和均匀布桩两种，在无水工况和抗浮工况下，基桩分别受压和受

拉。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不同抗浮水位时两种布桩方式对基础底板经济性的影响，得出两种布桩方式下基

础底板经济性相当的平衡点抗浮水位。 

关键词：抗拔桩；布桩方式；基础底板；经济性 
 

1 引言 
 

多层纯地下商业或停车库等建筑在设计中应用越来越多，其柱网一般较大，且随着层数增加柱截面尺

寸会相应增加，为满足停车净空要求，柱网也会相应增大，常见的有 8.1mX8.1m、8.4mX8.4m 等。 

对此类纯地下多层建筑，当抗浮设防水位较高，水浮力超过结构自重时，需要采取抗浮措施，而抗拔

桩是其中较为常用且非常可靠的一种抗浮措施。在抗浮水位下，抗拔桩可以通过自身的抗拔力保证地下室

的抗浮稳定，但当水位大幅降低甚至低于基底标高时，抗拔桩则会承受压力，尤其对于软弱地基，由于天

然地基承载力极其有限，抗拔桩几乎会承担上部结构产生的全部压力。 

由上述分析可知，水位的高低变化会改变基桩的受力状态从而改变基础底板的内力。另一方面，布桩

方式的不同也会引起基础底板的内力的变化。如何根据抗浮水位的高低，选择合理的抗拔桩布置方案以实

现基础底板的 优经济性，需要深入分析比较后确定。 

 

2 主要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概念判断的方式分析基础底板在不同水位、不同布桩方式下的受力模式的区别。进一步分析

了影响基础底板经济性的因素，为便于定量分析、找出集中布桩与均匀布桩两种布桩方式基础底板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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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的平衡点，对水浮力与结构自重的关系进行了量化，提出了比例系数ξ=F/G（G 为结构自重，F 为水

浮力）和平衡点对应的比例系数为ξc。 后通过算例得出均匀布桩和集中布桩在不同抗浮水位时对基础底

板经济性影响的结论。 

 

3 主要研究内容 
 

1、提出了低水、高水工况以及均匀布桩、集中布桩的概念，并通过概念判断的方式分析基础底板在

不同水位、不同布桩方式下的受力模式的区别。 

2、为便于定量分析、找出集中布桩与均匀布桩两种布桩方式基础底板经济性持平的平衡点，对水浮

力与结构自重的关系进行了量化，提出了比例系数ξ=F/G（G 为结构自重，F 为水浮力）和平衡点对应的

比例系数为ξc。 

3、结合本文研究对象的特点，分析影响平衡点比例系数为ξc的因素。 

4、通过算例从内力角度比较分析仅基桩布置方式不同、其余条件均完全相同时的弯矩结果，得出 4

桩时两种布桩方式经济性的趋势。 

5、考虑两种布桩方式各自的受力特点，对优化基础尺寸后的模型进行比较，得出 4 桩时两种布桩方

式经济性基本持平对应的平衡点比例系数ξc值。 

6、分析桩数增加时两种布桩方式基础尺寸和厚度的变化，得出对平衡点比例系数ξc的影响趋势。 

7、通过算例分析上部结构荷载当量的变化对平衡点比例系数ξc的影响趋势。 

 

4 主要结论 
 

通过对均匀布桩和集中布桩在不同抗浮水位时的基础底板经济性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桩数时的平衡点比例系数ξc值，当桩数为 4 根时，ξc约为 1.5。 

（2）随着桩数的增加，ξc值会呈减小的趋势。 

（3）上部结构荷载当量的大小对ξc值的影响很小，认为可以忽略。 

由于基础底板的造价受混凝土和钢筋的市场价格影响，平衡点比例系数ξc值也会随着混凝土和钢筋的

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发生波动，具体工程应用时需根据实时价格确定。另外，对于地基土层具备一定承载力

或低水工况时存在较小水浮力的情况，由于此时土反力或水浮力均较小，基础底板受力模式与无水工况接

近，可参考本文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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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体育馆复杂地质情况下对存在液化土层基础的

设计分析 

 
赵鑫 

工程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851816854@qq.com 

赵鑫（1990-）学士，主要从事高层结构及基础设计研究 

 

摘  要：本文地处抗震设防烈度高的地区，因此在地质情况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基础的要求更为严格，特别是存在

液化土层的情况下，对基础的设计则更为困难，本文以实际工程为例对存在液化土层及其他一些复杂地

质情况采取的措施及方案达到安全经济的目标。 

关键词：土地液化；覆土过厚；边坡稳定；工程抗震；复杂地质情况 

 

1 引言 
 

土地液化是指地震引起的振动使饱和砂土或粉土趋于密实，导致孔隙水压力急剧增加。在地震作用的

短暂时间内，这种急剧上升的孔隙水压力来不及消散，使有效应力减小，当有效应力完全消失时，砂土颗

粒局部或全部处于悬浮状态。此时，土体抗剪强度等于零，形成“液体”现象，历史上许多大地震在存在

液化土层的情况下对建筑物的损害十分严重，因此当液化土层及其他一些复杂地质情况一同存在时，对基

础的设计就变得更加困难。 

 

2 工程概况  
 

该体育场为三层，有局部地下室，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级。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该勘察范围内土

层划分为 4 个大层、2 个亚层，自上而下分别为填土①，粉质粘土②，粉土②1，淤泥质粉土③，粉砂④，

淤泥质粉土④1。该场地存在以下复杂地质情况： 

1.拟建场区附近存在地震断裂带 

2.距场地东侧 10.0m 距离处存在自南向北流向河流 

3.本场地在 20.0m 勘察深度范围内揭露有素填土且厚度大，平均厚度为 4.38m。 

4.淤泥质粉土③、粉砂④土层属液化土层 

5.该体育场局部存在 4.2m 层高的地下室，因此基础还需考虑抗浮的问题。 

 

3 对复杂地质状况采取方案及措施 
 

对于该场地的复杂状况采取以下措施： 

1. 在±0.000 处做结构板，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体育馆场地的使用要求，同时也可加强结构的整体性。 

2. 因临近河岸故计算上部时需考虑坡地地震力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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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该场地存在厚度较厚的素填土，故适当加大承台埋深，同时用级配砂石换填承台周围的填土 

4. 由于场地内素填土层过厚各土层层厚变化大，土层物理力学性质差异较大为不均匀性地基。浅表

土层未揭露有较好持力土层，且下卧土层存在液化土层（厚度大且覆盖广），故拟建建筑不宜直接

采用浅基础方案。采用长螺旋钻孔灌注桩。 

5.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故需同时考虑正常使用情况下，地震情况下及地震过后的地基变形 

6. 由于体育馆局部还存在地下室，需要进行整体抗浮和局部抗浮验算。 

 

4 结论 
 

本文中通过对复杂地质情况下存在液化土层的基础的设计分析，展示了在一些复杂地质情况下基础的

分析及处理方式，同时也我们可以看出在液化土层和其他一些复杂条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的基础分析思路。

同时我们不单单只是要考虑 不利的情况，我们同时还应考虑正常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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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桩实践案例回顾 

 
卢萍珍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1700930@qq.com 

卢萍珍（1982-）,硕士, 主要从事

地基基础工程设计研究，参与项目

包括包商银行、月坛南街金融中心

等 

 

孙宏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3901297140@163.com 

孙宏伟（1969-）, 从事地基基础设

计研究，完成中国尊桩筏基础设计，

主编《岩土工程进展与实践案例选

编》 

 

 

孙冶默 

硕士研究生 

北京建筑大学 

475066841@qq.com 

 

魏钱钰 

硕士研究生 

北京建筑大学 

645082472@qq.com 

  

 

摘  要：壁桩具有承载力高、刚度大、断面形式多样等诸多特点，本文旨在回顾并梳理壁桩在国内外的工程应用

案例，分析其工程应用特点、承载性状与测试方法，以期为超高层建筑基础设计提供借鉴。 

关键词：壁桩；壁桩基础；工程实践；载荷试验 

 

1 引言 
 

Barrette 源于法语，据报道 1963 年法国 Soletache 公司根据当时的地下连续墙技术拓展构思和首创，

因而壁桩在形式上与单片地下连续墙（连续壁）槽段相同。因其作用是作为桩基（即将上部建筑物的荷载

传递到地基土中）而不是作为支护开挖的挡土结构，将壁桩归入桩基础家族——矩形桩，笔者认为更有助

于把握其工程性状，有助于其推广应用。 

壁桩与地下连续墙槽段的施工流程、工艺设备相同，即先开挖成槽，膨润土泥浆或聚合物泥浆护壁，

然后放置钢筋笼， 后通过多导管同时灌注混凝土。需要时，采用桩侧或桩端的后注浆工艺，提高壁桩承

载能力，控制基础沉降。 

本文旨在收集梳理目前已有的工程实践案例，分析其工程应用特点、承载性状与测试方法，以期为工

程师更多地了解该桩型有所帮助，为超高层建筑基础的设计提供借鉴。 

 

2 主要研究方法 
 

文献与案例研究法，综合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汇总壁桩在国内外工程中的典型应用，对壁桩的应用

特点进行总结；对其设计方法、承载性状及测试方法进行了梳理。 

 

3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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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深基础形式相比，壁桩具有侧摩阻力大、刚性大、断面形式多样、施工安全便利、社会经济效

益好等优点[]；壁桩可抵抗较大的水平荷载和抗弯曲变形能力，同时可针对有方向性的荷载，自由配置墙

段方向。在实际工程中，有时为了适应外部荷载的作用模式，建筑场地地下管线的约束条件，柱件的排列

方式或地下室边角的形状，其横截面型式也有采用十字形、T 形、L 形、H 形、Y 形和 I 形等。 

目前的规范或规程中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壁桩提出设计方法。现场原型足尺试验是获知壁桩承载性状更

为重要的设计依据，目前采用的载荷试验方法有锚桩反力法和 O-cell 法。 

 

4 主要结论 

 

壁桩具有承载力高、刚度大、断面形式多样等特点，但其荷载传递机理和承载性状有待深入研究。不

仅需要进行理论分析，现场原型足尺试验是获知壁桩承载性状更为重要的设计依据。 

当前壁桩的设计方法，都未重视矩形截面与具有轴对称性质的圆形截面在几何方面的差异，而尺寸效

应可能影响在成桩过程中的应力变化以及承载性能的变化，相关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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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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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玻幕墙中玻璃肋弯扭屈曲临界荷载的理论推导 

 
陈灏恺15 

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chenhaokaimail@163.com 

陈灏恺（1991-），硕士，硕士期间主

要从事玻璃幕墙结构研究 

刘军进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liujunjin@cabrtech.com 

刘军进（1975-），博士，现任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建研科技工程咨询设计院院

长，主要从事幕墙工程和复杂结构设计

咨询工作，获评中国建筑学会当代中国

杰出工程师。参编《玻璃幕墙工程技术

规范》等四本国家和行业规范 
 

李建辉 

副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lijianhui@cabrtech.com 

 

摘 要：近年来全玻幕墙在大型公共建筑中得到广泛使用，全玻幕墙中的主要受力构件玻璃肋在面内受弯条件下

存在面外稳定性问题，针对玻璃肋弯扭失稳的研究尚不充分，玻璃幕墙规范中未给出具体验算公式。本

文基于弹性稳定理论，利用能量法对全玻幕墙中通过结构胶和玻璃面板连接的竖向单片玻璃肋稳定承载

力进行了理论推导，提出对应的屈曲临界荷载计算公式，并讨论了不同几何尺寸参数和结构胶等效刚度

对临界弯矩的影响。 

关键词：全玻幕墙；玻璃肋；稳定性；弯扭失稳；临界弯矩 

 

1 引言 
 

随着大型公共建筑大量涌现，大体量全玻幕墙的应用越发广泛，对幕墙高度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天津

美术馆主入口全玻幕墙单块玻璃肋高度为 14 米。我国规范指出高度大于 8m 的玻璃肋宜考虑平面外的稳定

验算，高度大于 12m 的玻璃肋应进行平面外的稳定验算，但尚未给出玻璃肋稳定性验算公式。 

既有研究的理论推导中，结构胶与面板连接处的边界条件一般取为面板为玻璃肋的固定支座，本文试

图给出考虑面板对玻璃肋约束刚度的玻璃肋弯扭失稳临界荷载。 

 

2 主要研究方法 
 

幕墙作为围护结构，设计思路是和主体结构间保持一定的变形能力，不承担主体结构的荷载。所以全

玻幕墙中玻璃肋所承受荷载主要是玻璃面板传递的横向风荷载，同时承受少量自重荷载。本文忽略自重， 

考虑玻璃面板和玻璃肋之间胶缝的弹性约束作用，将玻璃肋抽象为两端简支且在支座处有扭转约束，在跨

中梁底有连续侧向线弹簧约束的梁，其截面形状为高厚比较大的矩形，其计算简图如图 1，其中 l 为玻璃

肋跨度，h 为截面高度，t 为截面厚度，k 为连续线弹簧刚度。 

                                                        
基金项目：“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城市建筑物安全运营保障技术”2012BAJ07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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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长边一侧连续约束梁模型 (b)跨中截面 

图 1 考虑胶缝作用计算模型示意图 

本文使用能量法考虑一侧有连续弹性约束的玻璃肋在端弯矩作用下的临界荷载。采用的假设包括（1）

材料满足各向同性和线弹性；（2）失稳临界状态的位移足够小；（3）截面形状保持不变；（4）忽略截面的

翘曲；（5）忽略剪切变形；（6）计算中不计绕强轴方向的弯曲变形。 

 

3 主要研究内容 
 

  通过理论推导得到在端弯矩作用下，梁底有连续侧向线弹簧约束的玻璃肋临界屈曲荷载公式为 

 
4 4 ∙

2
 (1) 

公式形式较为繁琐，不同参数的影响以算例形式给出，以 l=3000mm，h=300mm，t=6mm 为标准尺寸，改

变某一参数时临界荷载变化如图 2、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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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厚度下临界荷载和 k 关系曲线 图 3 不同截面高度下临界荷载和 k 关系曲线 

 

4 主要结论 
 

采用能量法可近似推导长边一侧弹性约束玻璃肋在纯弯荷载下的临界弯矩公式，给出了约束刚度 k 对

临界弯矩的影响，结果表明侧向约束刚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可以显著影响临界弯矩，刚度小于此范围则

近似为无约束，刚度大于此范围则近似为刚性约束，两种情况差异明显。若给出结构胶对玻璃肋的约束刚

度，则可以利用本文公式计算屈曲临界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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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质条件和地震烈度下大型商业项目结构用

钢量分析研究 

 
石路也 

高级工程师 

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 

shiluye@wanda.com.cn 

石路也（1977-），硕士，主要从事高

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及文化旅游

项目结构设计研究，主持北京通州万

达广场，青岛东方影都文旅项目的设

计管控工作 

 

刘庆江 

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liuqingjiang@vtjz.com 

刘庆江（1975-），学士，主要从事高层

建筑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结构设计研究，

参与通州万达广场，呼和浩特永泰城等

项目设计工作 

 

 

阎红伟 

总结构师 

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 

yanhongwei@wanda.com.cn 

董明海 

高级工程师 

万 达 商 业 规 划 研 究 院

dongminghai@wanda.cn 

李洪求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lihongqiu@vtjz.com 

曹国峰 

结构所长 

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 

Bruce_tsao@qq.com 

 

摘  要：近年来商业地产项目大量出现，其设计、实施和运营管理向精细化、标准化、信息化方向发展。以 BIM

技术为基础的大型商业广场标准化 BIM 模型应运而生，其中结构配筋为 BIM 模型中影响成本的主要变量

之一。本文针对不同地质条件和设防烈度等外部环境和建筑不同布置等内部因素下，研究某标准商业广

场 BIM 模型钢筋变量的变化规律，从而为在项目前期在确保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对结构成本的精确预

测提供依据，也为业内技术与管理人员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BIM 模型；设防烈度；场地类别；用钢量 

 

1 引言 
 

近年来商业地产项目迅猛发展，其设计、实施和运营管理向精细化、标准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其中，

随着 BIM 技术的应用，采用 BIM 技术进行项目全程信息化管理已经开始在一些商业地产项目中出现。BIM

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核心是 BIM 模型，其可实现成本一键算量，大大提高成本测算的效率和精度。由于结构

配筋受限于目前的技术条件，不能直接在 BIM 建模中生成，仍然需要专门设计。本文针对不同地质条件和

设防烈度等外部环境和建筑不同布置等内部因素下，研究某标准商业广场 BIM 模型钢筋变量的变化规律，

从而为在项目前期在确保结构安全余量的前提下实现对 BIM 模型中结构成本的精准预测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首先研究不同建筑平面、超市位置等对用钢量的影响，形成用于计算分析的建筑模型； 

通过调整设防烈度（5 种）、地震分组（3 种）和场地类别（4 种）等参数，形成 74 个结构模型，对上

部结构用钢量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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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整设防烈度、地下水位、人防布置等参数，包括不同基础形式，形成 66 个结构模型，对地下

结构用钢量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通过不同模型在不同条件下用钢量变化规律比较，分析得到关键影响参数，以此作为将用钢量划分档

次标准，得到适用任意场地条件、地震设防烈度以及不同商业广场 BIM 建筑模型的用钢量指标理论值。 

后，结合项目实际测算情况，考虑计算模型中未能考虑的附加构件，就可以对 BIM 模型的结构用钢

量进行较为准确地预测。 

 

3 研究的内容 
 

对不同建筑平面布置的 BIM 标准版先做比较，剔除因建筑平面长宽比不同和地上有无超市不知差异带

来的用钢量的影响。对选定的BIM标准版进行地上结构的不同地震设防烈度、不同地质条件下的结构计算，

并统计出结构用钢量；对不同地震设防烈度、不同场地类别、地震分组下地上结构用钢量进行比较、分析，

找出影响用钢量的主要因素。将地下室结构分成三个研究部分：地下室底板、地下室外墙、地下室内核，

分别进行计算，其中考虑地下水位、人防的因素影响。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影响用钢量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作用下，大型商业广场 BIM 标准化模型的用钢量变化规律的

研究，形成了一套研究大型商业广场结构用钢量规律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研究对象影响结构用钢量的主要

因素和次要因素，以及之间的关联，找到了某大型商业广场 BIM 标准化模型钢筋变量的变化规律，从而为

在项目前期在保证结构安全储备的情况下实现对结构用钢量的精确预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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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住宅剪力墙开洞对成本的影响分析 

 
宋宝东 

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博万结构设计事务所 

jlsbd@126.com 

宋宝东（1972-），主要从事建筑结构

设计工作，主持深圳腾讯大厦、佛山

万达广场、卓越世纪中心、龙岗三馆

一城等多项大型项目的结构设计工

作。 

 

陈晰 

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创展才俊咨询有限公司 

szczzx@126.com 

陈晰（1977-），主要从事建筑结构

设计、咨询优化工作，主持深圳岗

厦河园片区改造综合体、旭辉湖山

源著等多项大型项目的设计和咨

询优化工作。 

 

 

摘  要：高层剪力墙结构中，合理布置剪力墙是进行结构设计优化的关键。本文对剪力墙长墙开洞前后形成的整

片墙与联肢墙的受力性能及经济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工程实例进行对比研究，得出一些结论，供广

大同行参考。 

关键词：剪力墙布置；受力性能；经济性；联肢墙 

 

1 引言 
 

近十多年的城市化建设，剪力墙结构的设计日益精细化，传统的结构体系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优

化。对于剪力墙结构体系，广大工程设计人员通过大量的工程实践，总结了很多关于合理布置剪力墙的设

计原则，如：剪力墙应沿建筑物的主要轴线双向布置，应避免仅单向有墙的结构形式；两个方向的抗侧刚

度宜接近；剪力墙应尽量拉通对齐，避免错位；剪力墙应均匀布置，并加强建筑周边墙体的刚度；合理确

定剪力墙长度，减少短肢墙的数量；尽量避免出现错洞剪力墙和叠合错洞墙，等等。这方面的分析研究和

实践比较多，不再赘述。本文结合具体工程，对剪力墙长墙开洞对整体受力和成本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对

比分析。 

 

2 问题的提出 

 

剪力墙是结构的主要抗侧力构件，结构设计时应尽量减少墙肢独立抵抗水平作用的情况，同一方向的

墙肢宜均匀对齐布置，在平面上形成多道联肢剪力墙协同工作。 

但是在实际的结构设计工作中，很多户型的房间进深在 4～6 米，为了两端搭梁通常是布置一整片墙，

尤其是在分户墙位置以及内走廊公寓等建筑产品中经常出现，如果布置成双肢墙，每片墙肢长度 2 米左右，

就多出 2 个暗柱，因暗柱配筋率远大于剪力墙分布筋的配筋率，设计人员一般会误认为这样用钢量大、成

本会高。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选取高层剪力墙结构的住宅标准层进行比较，从受力性能和成本经济性两

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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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力性能分析 
 

根据剪力墙开洞口情况，剪力墙可分为整体墙、小开口墙、双肢墙、多肢墙等。 

整片剪力墙类似于一根悬臂梁，在水平力作用下，承受弯矩和剪力作用，底部弯矩和剪力 大，破坏

形态主要受高宽比控制，随着高宽比增大，一般为斜压破坏、剪切破坏、弯曲破坏、压屈破坏、剪切滑移

破坏。 

联肢墙在水平力作用下，墙肢承受弯矩和剪力作用，连梁主要作用是传递联肢剪力墙之间的剪力，联

肢墙的破坏形态取决于连梁与墙肢的刚度之比。联肢墙的刚度、强度和延性性能介于整片剪力墙和两片独

立剪力墙之间。 

 

4 经济性分析 
 

居住建筑的层高一般为 2800mm，选取一段剪力墙，令其长度不变，分为整片墙和联肢墙两种情况，

分别测算钢筋、混凝土、砌块、模板的工程量及成本变化。 

通过对工程量进行统计计算，可以看到联肢墙的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单片长剪力墙开洞后形成联肢墙，

其受力性能和经济性都优于原设计。 

 

5 工程案例 
 

某公寓项目采用将单片长墙均匀开洞的方式进行优化，形成墙肢长度为 2 米左右的 4 肢墙，由于墙肢

长度和跨度都比较均匀，刚度适宜延性良好。连梁配筋率为由 1.4%下降为 0.9%，结构恒载总质量减少了

40kg/m2、下降了 2.6%，有效降低了基础的费用。采用联肢墙方案后，受力及经济性都非常好。 

方案 周期 T1 Y 向位移角 恒载总重(t)
用钢量

(kg/m2)

砼用量

(m3/m2)
节省成本(万元) 

整体墙 2.0 1/2127 30937 49.68 0.32 - 

联肢墙 2.1 1/1554 30162 41.13 0.30 28.76 

 

6 结语 
 

在高层超高层居住建筑中，作为主要受力构件的剪力墙，数量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墙体数量过少，

结构的刚度小、变形过大，不满足预期的结构安全性能；反之，剪力墙数量太多，结构刚度和重量都会加

大，地震反应也会增大。 

经过合理设计，在满足计算指标的前提下，将墙肢长度 5 米左右及以上的单片剪力墙，开洞形成联肢

墙后，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受力状态，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高层建筑剪力墙布置间距应根据具体建筑方案，灵活布置剪力墙，深入分析每种布置方式的利弊，选

择受力合理、经济有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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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抗震设计规范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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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抗震设防目标、抗震设防类别、场地分类、反应谱和抗震设计方法等方面对中国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 与澳大利亚抗震设计规范 AS1170.4-2007 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并指明了两套规范的异

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我国抗震设计规范并提高对澳大利亚抗震设计规范的全面理解和掌握。 

关键词：抗震设计规范；抗震设防目标；场地类别；反应谱；抗震设计方法 

 

1 引言 
 

本文选取我国 GB50011-2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澳大利亚抗震设计规范 AS1170.4-2007，从设防

目标、设防类型、场地分类、地震反应谱和抗震设计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比较和分析，获得了中澳抗震

规范抗震设计思路的异同点，为科研和设计人员全面理解和掌握澳大利亚抗震设计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抗震设防目标 
 

中澳抗震设计规范的基准设防地震作用地震重现期基本一致（对应为 500 年和 475 年），具有可对比

性；两者整体设防目标类似，要求在低于设防地震水准的地震作用下保持弹性，在等于或高于设防地震水

准的地震作用下不发生倒塌破坏。GB50011-2010规范中小震地震作用按设防地震作用的 0.36倍统一取值，

与 78 版抗震规范中折减系数 C 的平均值大致相当。澳大利亚抗震规范 AS1170.4-2007 设计地震作用取设

防地震作用乘以折减系数 /pS （其中 pS 为结构性能因子， 为结构延性系数），对于不同延性的结构体

系， /pS 取值为 0.17、0.22 和 0.38。 

 

3 建筑物设防类别 
 

中澳规范均通过建筑物的功能、用途和地震破坏对人员及财产的危害和可能产生的次生灾害等因素进

行建筑物的重要性划分，相应调整相关抗震设计，从而实现结构设计的经济合理。 

中国抗震规范对于不同重要性等级的建筑，通过抗震设防烈度的调整来分别确定抗震措施和地震作用。 

澳大利亚规范针对不同建筑重要性等级，给定了相应的地震重现期，在规范 AS1170.4-2007 中换算为

不同的地震作用概率系数 pk ，从而直接调整地震作用的大小。 

 

4 场地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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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抗震规范对场地类型的划分方法基本类似，都将等效剪切波速和上覆土层厚度作为主要指标。中

国规范的等效剪切波速计算深度取覆盖层厚度 H 和 20m 两者的较小值，且所有场地类别均由等效剪切波

速和上覆土深度指标共同确定。澳大利亚规范中等效剪切波速主要用于 A、B 类场地划分，且等效剪切波

速的计算深度为定值 30m，此时不再考虑上覆土层厚度的影响，仅给出上覆土层的 小等效剪切波速；C、

D、E 类场地划分则以不排水剪切强度或标贯击数和上覆土层厚度为指标共同确定，并参考场地低幅值特

征周期指标。 

 

5 地震反应谱 
 

中澳抗震规范地震反应谱有以下异同： 

1）中国规范和澳大利亚规范给出的设计反应谱基本形状是相似的，都采用了上升段、平台段和下降

段谱型，但是采用的数学表达式不同。 

2）澳大利亚规范中，反应谱平台段数值直接由场地类别决定；而中国规范中由设防地震动参数决定，

未体现场地类别的影响，场地类别的影响体现在特征周期和下降段中。中国抗震规范通过设计地震分组来

反映同样烈度、同样场地条件下，地震机制、震级大小和震中距远近等变化对反应谱形状的影响。 

3）中国规范反应谱在长周期段的下降趋势相对保守，并且中国抗震规范给出了 小剪重比的要求进

一步提高了长周期段的地震作用水平。 

4）澳大利亚规范中谱形状函数为固定函数，仅与场地类别相关，结构阻尼比影响也没有体现在结构

性能因子和延性系数中。这与已有的地震动研究结论明显不一致。 

 

6 抗震设计方法的比较和分析 
 

中国抗震规范 GB50011-2010 采用统一折减后的“小震”弹性反应谱进行截面抗震承载力验算和弹性

变形验算，这是我国抗震规范所特有的设计方法。GB50011-2010 要求结构在小震下保持弹性状态，从而

完全适用弹性理论，抗震计算主要进行承载力控制，并通过弹性变形控制验算保证结构不开裂，满足弹性

假定。同时控制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变形，保证结构不发生倒塌破坏。 

澳大利亚抗震规范采用根据结构体系延性性能折减的设计地震弹性反应谱进行截面抗震承载力验算，

而采用设计反应谱计算的弹性变形乘以放大系数 / pS 来验算弹塑性变形，且层间位移角限值取为定值

1.5%，保证结构整体稳定不发生倒塌。 

 

7 结论 
 

1）中国抗震规范采取 3 水准设防，澳大利亚抗震规范采取单一水准设防，两本规范的基准设防地震

水平基本相当，具有可比较性。 

2）中澳抗震规范对应建筑物重要性分类标准基本一致，中国抗震规范针对建筑物重要性等级对结构

地震作用的调整较为复杂，澳大利亚抗震规范较为简单。 

3）中澳抗震规范对场地类别的分类方法基本一致。 

4）中澳抗震规范采用的反应谱基本形式相同，相同条件下普通延性框架澳大利亚规范设计反应谱短

周期段取值较中国规范高，长周期段取值则较中国规范低；中等延性框架澳大利亚规范设计反应谱短周期

段取值与中国规范基本相当（岩石类场地除外），长周期段取值则明显较中国规范低。 

5）中澳抗震规范采用的抗震设计方法类似，均采用折减后的设计弹性反应谱进行承载力验算；但中

国规范进行折减后的设计地震弹性变形验算和大震弹塑性变形验算，澳大利亚规范则按折减后的设计地震

弹性变形乘以放大系数 / pS 进行弹塑性变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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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某超高层建筑幕墙工程为例，分别采用单元式和框架式进行幕墙设计，并统计了这两种形式幕墙标准

节点的综合单价，通过对比得出单元式幕墙造价在材料费、加工费和综合费上高于框架式幕墙，其中材料费差额

在二者总差额中占比达到 87%，可见单元式幕墙价格并不虚高，考虑工期、施工难度等因素后，单元式幕墙在超

高层项目中更具优势。对 4 个超高层单元式幕墙案例进行综合单价分析和对比，得到玻璃和铝型材的材料费在综

合单价中占比超过 50%，且风压较大和较寒冷的地区，幕墙综合单价较高。 

关键词：超高层幕墙；玻璃幕墙；单元式幕墙；幕墙造价 

 

1 主要研究方法 

 

以昆明某超高层建筑项目为案例，在相同的条件下，分别拟用单元式和框架式两种结构形式进行幕墙

设计，将两种形式的标准节点进行综合单价的统计，并将综合单价中的各项费用进行对比，进而结合工期、

施工难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后，得到单元式和框架式幕墙在超高层建筑幕墙工程中的适用性。 

以国内 4 个超高层单元式幕墙案例的设计成果为基础，对其标准节点进行综合单价统计，列出各主要

项目在综合单价中的占比，找到其中可优化的空间。并结合风压、气候等条件对 4 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 

 

2 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业内工程经验，在相同条件下，单元式幕墙综合单价高于构件式幕墙。现以昆明某超高层玻璃幕

墙为例，定量对比分析超高层玻璃幕墙采用单元式和构件式的造价。取 200m 高度处，采用同样的荷载标

准，针对同样的玻璃分格尺寸，假设分别采用两种形式进行幕墙设计，将两种标准节点的综合单价列表进

行对比分析。 

如果以构件式幕墙的各项金额为基准，算例中单元式幕墙综合单价是构件式幕墙的 1.256 倍，与工程

经验相符。其中，单元式幕墙的材料费、加工费、管理费、运输费等均高于构件式幕墙，在人工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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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式幕墙少于构件式幕墙。 

在综合单价总差值中，材料费所占比例高达 87%，因此可以判断出，单元式幕墙相对于构件式幕墙，

价格并不虚高，而是单元式幕墙复杂的构造决定了其所需的铝型材、结构胶、密封胶以及其他辅材等用量

较大。如果对铝合金龙骨系统进行精心设计，是可以达到节约材料而又能够保证安全的，所以在设计中，

需要特别强调幕墙系统的设计，在保证强度和刚度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单元式幕墙铝合金型材的面积，化

繁为简。这样可以进一步缩小单元式幕墙和构件式幕墙的差价。 

超高层幕墙施工属于高空作业，如果采用构件式幕墙，所需的现场安全保护措施将非常多，由于工人

需要长时间在高空室外作业，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成为整个工程的潜在风险。如果采用单元式幕墙，安

装工人只需要在室内简单安装即可，安全系数大大提高，安全措施也相应可以降低一些要求。 

总之，虽然单元式幕墙在单价上高于构件式幕墙，但是由于其具有工厂化程度高，成型效果好，现场

施工安全而又迅速，工期可以保证，现场堆放所占用场地资源较少等优势，出于整个工程综合考虑，超高

层建筑玻璃幕墙采用单元式幕墙在综合造价上并不比构件式幕墙高。因此，在国内外超高层建筑工程中，

大多采用了单元式幕墙。 

收集国内 4 个不同地区的超高层单元式幕墙设计案例，将案例的标准节点综合单价列表统计，将所选

案例的各项费用在综合单价中所占的比例进行计算，得到综合单价各分项饼状图。由饼状图可见，所选案

例的综合单价中，铝型材占 31%~40%，玻璃面板占 17%~29%，二者合计占比达到了 56%~60%；加工运输

费、人工费和综合费占 24%~28%；背衬板、胶、岩棉、连接件、埋件、其余辅材等占 13%~15%。因此，

玻璃面板和铝型材在综合单价中占有大部分的比重，这两项费用对造价起决定性作用。 

这 4 个工程实例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因此风荷载标准值和气候分区也不相同。将此 4 个案例经风洞

试验测得的风荷载标准值和综合单价列表对比。可见，随着风荷载标准值的增加，综合单价呈上升趋势，

因为风荷载增大，需要更厚的面板和截面尺寸更大的铝合金龙骨；当处于较寒冷的气候时，对幕墙的热工

性能要求更高，所以在保温措施上所花费的单价也相应提高，因此越寒冷的地区，幕墙综合单价越高。 

 

3 主要结论 
 

（1）相同条件下，超高层单元式幕墙的综合单价高于构件式幕墙，二者综合单价的差额，绝大部分

是由于材料费差额引起的。单元式幕墙相对于框架式幕墙价格并不虚高； 

（2）单元式幕墙在安装方式、施工进度、性能指标、安全性方面相对于构件式幕墙具有优势，国内

外大部分超高层项目采用单元式幕墙； 

（3）超高层单元式幕墙的综合单价中，玻璃面板和铝型材的材料费占比达到一半以上，这两种材料

对造价起控制作用，良好的设计可以达到减少铝型材用量的目的。 

（4）风压、气候区划对超高层单元式幕墙的造价有较大影响。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281 

 
连体结构先铰接后刚接施工顺序的实现 

 
李安 

结构工程师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lian@huasen.com.cn 

李安(1987-),硕士，主要从事于高层建筑、

复杂结构的分析和设计工作，参与深圳

宝能中心（300 米）、深圳两馆等项目的

分析和设计工作 

曹伟良 

执行总工程师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caowl@huasen.com.cn 

曹伟良(1987-),主要从事于高层建筑、复

杂结构的分析和设计工作，主要项目包括

深圳京基 100 项目（441 米）、东莞国贸

中心项目（428 米）、南宁东盟塔项目（528

米）等 

张良平 

总工程师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lian@huasen.com.cn 

   

 

摘  要：针对一个跨度 56 米的连体结构，由于采用强连接，杆件支座处节点应力特别复杂，通过连接体“先铰

接后刚接”的施工顺序，把自重作用下节点处的弯曲应力在施工过程中释放，提高了节点安全度。为了

满足此设计意图，本文详述了连接体的施工过程，创新地设计了一种 S 型后焊带，使得连接体支座处的

节点能够满足“先铰后刚，先弱后强”的施工顺序，并且对其承载力进行了验算。 

关键词：连体结构；高层建筑；强连接；大跨度；施工顺序 

 

1 引言 
 

对于连体结构，国内外广泛采用的连体方式主要分为强连接和弱连接]两种。现行规范建议，连接体结

构与主体结构宜采用刚性连接。 

如采用强连接，当连接体跨高比较大时，连接体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不仅需要承担来自重力荷载引

起的弯曲应力，还需要承担来自水平地震、水平风荷载、竖向地震等作用，应力极其复杂，尤其是在本身

重力荷载较大的情况下，连接处节点的应力水平往往过高。因此，通过施工过程中先铰接（释放来自自重

的弯曲应力），再刚接（形成强连接抵御风和地震的作用）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节点尺度过大，且能提

高节点的安全度。本文结合实际项目，详述“先铰接后刚接”施工顺序的实现。 

本项目位于深圳，主要功能为住宅，地上部分由南、北两栋塔楼组成，两栋塔楼均为剪力墙结构，高

度 87.4 米。两栋塔楼在 23~25 层经两榀桁架组成的连接体连接，连接形式为强连接。连接体为纯钢结构，

桁架跨度 56.000 米，属于特大跨度的高层建筑。桁架高度 7.000 米，桁架层以上有四层复式住宅。由于建

筑方案的限制，在平面上连接体为偏心设置。 

 

2 主要研究方法 
 

根据分析计算的结果，针对连体桁架上弦杆支座部位应力水平偏高的问题，提出了“先铰接后刚接”

的施工优化顺序。为了使此施工顺序得以实施，本文根据结构特点和施工条件，辅以三维建模的方法，打



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016 年 

282 

破常规做法，精心设计了弦杆的支座节点构造，并对其安全性做了分析验证。 终使得施工顺利完成，实

现了“先铰接后刚接”的设计意图。 

 

3 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设计意图，详述了“先铰接后刚接”的施工顺序， 

对节点铰接状态时需满足的功能进行了梳理，即足够的转动能力、足够的抗剪能力、抗侧稳定、后续

改造成刚性节点的可行性。根据节点的功能需求，辅以三维建模，精心设计了该节点的细部构造。 

上弦“先铰接后刚接”节点的主要原理，是通过在构造上预留 S 型后焊带(宽度>200 mm)，在铰接施工

阶段时不焊接，端部节点直接放置在支座牛腿的限位卡槽内，使得节点在桁架平面内得以转动，以实现铰

接的功能。 

通过设置侧向支撑来保证节点在施工过程中的侧向稳定性。 

待连体及其上结构施工完毕，桁架端部铰接节点转动变形完成后，现场实测后焊带尺寸，工厂加工后

现场焊接， 后实现连体的强连接。 

对该节点在铰接阶段的抗剪承载力进行了验算，对其 终完成形态建立了有限元模型进行了分析，结

果表明该节点在各阶段均可满足承载力的要求。 

 

4 主要结论 
 

为了解决连体结构在采取强连接形式时，端部节点应力复杂的问题，采取“先铰接后刚接”施工顺序。

通过创新地设置 S 型后焊带，使得节点构造满足“先铰接后刚接”的功能，配合其他一系列的设计及施工

措施，使得连体结构“先铰后刚，先弱后强”的设计意图在实际施工中得以实现。另外还对节点的各状态

下的承载力进行了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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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蓄冷材料在通风领域的应用 

 
肖栋天 

在读研究生 

江西理工大学 

83151978@qq.com 

肖栋天（1992-）,硕士, 主要从事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石发恩 

副教授 

江西理工大学 

shifaen@163.com 

石发恩（1976-）,博士, 主要从事节

能技术改造  

                                  

摘  要：相变蓄冷材料可以利用夜间通风进行冷量蓄积，白天用于对室内空气进行降温，实现了自然低品位能源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和利用，极大地降低了建筑制冷费用。本文介绍了几种利用夜间通风蓄冷的相变

蓄冷材料与建筑结构功能一体化的应用实例，以及相变蓄冷箱作为预冷设备在通风空调中的应用，为进

一步推广相变蓄冷材料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相变蓄冷﹔夜间通风﹔建筑一体化﹔节能环保 

 

1 主要研究方法           

 

相变蓄冷材料属于相变储能材料(Phase Change Materials,简称 PCMs)的一种，其工作原理为通过相态转

变将冷量以潜冷方式存储起来，待到需要时再释放出来[1]。本文介绍了相变蓄冷材料在通风系统中的几种

应用形式、系统特点、以及工作原理，为相变蓄冷材料在暖通空调领域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一定参考。 

 

2 主要研究内容            

 

相变蓄冷材料可以和建筑构件结合，实现结构功能一体化[3]。例如将相变蓄冷材料铺设在特质布袋中，

以蓄冷单元的形式设置于房间吊顶中，构成蓄冷通风冷吊顶；将相变蓄冷材料存储在特定蓄冷设备中，设

置于地板结构层中，利用风机引入夜晚冷空气进行蓄冷，白天利用风机诱导室内热空气通过蓄冷设备后降

温；相变蓄冷箱接于集中空调系统的室外新风口管道后，对新风进行预冷后在送入空气处理机组，可以降

低制冷费用；制作定形相变蓄冷材料，将其封装于容器中，设置在轻型墙板中，制成通风相变蓄冷辐射供

冷墙体。 

 

3 主要结论            

 

相变蓄冷材料可以蓄存夜间较冷空气中的冷量，白天时用于对空气进行冷却降温，实现了自然低品位

能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和利用。相变蓄冷材料结合建筑可以实现结构功能一体化，相变蓄冷材料盛放

于容器中制成相变蓄冷箱用于预冷空气。相变蓄冷材料的应用可以极大降低制冷费用，符合国家节能减排

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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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材料在建筑围护结构中的应用 

 
肖栋天 

在读研究生 

江西理工大学 

83151978@qq.com 

肖栋天（1992-）,硕士, 主要从事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吕银娇 

在读研究生 

江西理工大学 

1197165426@qq.com 

吕银娇（1991-）,硕士, 主要从事建

筑通风 
 

                                  

摘  要：变材料应用于建筑围护结构中可以提高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制备的相变围护结构具有隔热、保温、蓄能

的特点，使得围护结构对于外界环境具有一定的主动调控功能。相变材料添加到围护结构中对于改善室

内热环境，减小室内温度波动，提高室内热舒适具有积极作用。本文介绍了相变墙体、相变板材、相变

保温砂浆、相变涂料、相变天花板等相变材料在围护结构中的具体应用形式，为进一步推广相变围护结

构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相变材料﹔蓄能﹔隔热﹔保温 

 

1 主要研究方法           

 

相变材料广泛应用于于建筑节能、能源利用、电力移峰填谷、空调制冷、化工制造等领域。相变材料

依靠潜热方式存储热量，应用于建筑围护结构中可以起到保温、隔热、蓄能的作用。相变材料通过相态转

变的方式将热量以潜热方式存储起来，环境温度高于相变温度时吸收热量，待环境温度低于相变温度时，

发生相态转变将之前存储的能量释放出来。相变材料实现了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和利用，提高了自

然能源的可利用效率。 

 

2 主要研究内容            

 

传统的建筑围护结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室外太阳辐射的热量，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属于一种被动

式调控手段。而且传统建筑围护结构隔热能力有限，当其达到饱和状态时，室外热量仍将通过围护结构向

室内传递。夏季太阳辐射较强，通过建筑围护结构传热引起室内空调负荷增加，由此造成制冷费用增加。

本文介绍了相变材料目前在建筑围护结构中的几种应用形式，包括相变墙体、相变板材、相变保温砂浆、

相变涂料、相变天花板，为相变材料在建筑节能领域的推广应用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3 主要结论            
 

相变材料应用于建筑围护结构可以实现结构功能一体化，起到隔热、保温、蓄冷的作用，实现了能量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和利用。相变材料对于提高室内热舒适，减少室内温度波动具有一定主动调控功能。

本文介绍的相变墙体、相变板材、相变保温砂浆、相变涂料、相变天花板为相变材料在建筑围护结构中的

应用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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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地区某航站楼冬期施工技术要求 

 
李晓莉 

高级工程师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393741489@qq.com 

李晓莉（1968-），本科，主要从

事建筑施工，主持了长春绿地中

央广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等

项目的技术施工 

 

黎虹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mamameixi@163.com 

黎虹（1969-），本科，主要从事

建筑结构设计，参与哈尔滨国际

会展体育中心、哈尔滨太平国际

机场等项目的结构设计 

 

赵川 

工程师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Zhaochuan1113@163.com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严寒地区某航站楼冬期施工技术要求，从冬期时间、冬施部位、冬施特点、冬施管理措施、冬

施温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对严寒地区建筑工程进行冬期施工技术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关键词：冬期施工；冬施时间；冬施措施；冬施温控 

 

1 工程概况 
 

某严寒地区国际机场航站楼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大跨度框架结构，屋面采用钢网架结构。该

工程跨年度施工，根据实际现状，制定了冬期施工技术要求。 

 

2 冬期施工期限划分原则 
 

根据当地多年气象资料统计，当室外日均气温连续 5d 稳定低于 5 摄氏度即进入冬期施工，当室外日

平均气温连续 5d 高于 5摄氏度即解除冬期施工。 

 

3 研究内容 
 

根据航站楼所在地气候条件，冬期施工前，详细编制冬期施工和越冬维护方案，确定具体冬施时间、

冬施部位并详细分析冬施特点，制定越冬施工维护部位、技术管理措施、温度控制措施及施工方法等，用

于指导项目的建设，保证工程质量。 

 

4 小结 
 

严寒地区冬期施工技术应与质量控制相结合进行。冬期施工及越冬维护按提前编制的冬施方案有效实

施后，可以经历严寒条件，并保证质量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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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地区冬期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黎虹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mamameixi@163.com 

黎虹（1969-），本科，主要从事建

筑结构设计，参与哈尔滨国际会展

体育中心、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等

项目的结构设计  

李晓莉 

高级工程师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393741489@qq.com 

李晓莉（1968-），本科，主要从事

建筑施工，主持了长春绿地中央广

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等项目的

技术施工

 
于胜金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yushengjin01@163.com 

赵川 

工程师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zhaochuan1113@163.com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寒冷地区冬期施工质量控制要求，主要从技术质量控制措施、安全质量控制措施、文明

施工、消防安全及应急预案控制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对寒冷地区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质量控制有借鉴

和参考作用。 

关键词：冬期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1 引言 
 

目前，寒冷地区由于建筑工期的要求，许多工程需进行冬期施工或越冬维护。工程在冬期施工

前应做好冬期施工质量控制方案，严格按规范按方案进行施工质量控制。 

 

2 控制措施 

 

本文主要从技术质量控制措施、安全质量控制措施、文明施工、消防安全及应急预案控制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3 研究内容 
 

技术质量控制措施主要从保温防水材料要求、混凝土质量控制及检查、外加剂的选择及使用、混凝土

的搅拌、运输及浇灌、混凝土保温覆盖要求、钢构件检查验收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4 结束语 
 

寒冷地区冬期施工质量控制应与施工技术紧密结合，冬期施工和越冬维护应在冬期施工到达之前，提

前制定好详细的冬施或越冬质量控制措施。工程按冬期施工及越冬维护质量控制措施有效实施后，可以经

历严寒条件，并保证质量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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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斜交网格结构分类及其在高层建筑中应用 

 
张世海16                                            刘  丹 

教授                                                          学生 

南阳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南阳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zshhit@vip.sina.com 

张世海（1966-），博士，主要从事高层 

建筑结构选型与结构防灾减灾研究工作 

 

摘  要：大型斜交网格结构是一种能将建筑与结构、竖向承重与抗侧力结构合二为一的新型结构体系，具有将水

平荷载转化为构件轴向力、充分发掘结构空间作用潜力的典型特征。首先，介绍了斜交网格结构及其演

变产生的过程，分析了其 8 个典型特征，指出了其不足，给出了其适应范围；其次，介绍了该类结构的

组成，给出了基于不同参数的 8 种分类方法，为今后该类结构创新奠定了基础； 后，较为系统地收集、

梳理、整理和统计了国内外 32 栋高层或超高层斜交网格结构的相关资料，给出了他们的直观图片，介

绍了国内外采用钢筋混凝土、钢结构、钢管混凝土斜交网格结构等 5 栋典型工程实例，为全面认识、了

解、应用斜交网格结构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高层建筑；斜交网格结构；结构型式；工程实例 

 

1 引言 

 

高层建筑发展的过程，也是积累经验、不断进行结构型式改进、创新、优化和新结构型式不断出现的

过程。大型斜交网格结构以其优美多变新颖的建筑造型及空间整体性好、传力简捷、重量轻、整体刚度大

等良好的受力特征，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和认可，并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外高层及超高层建筑中得到应用。为

推动该类结构推广应用，有必要对其分类与应用情况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为此，本文将对该类结构分

类及其在高层建筑中应用进程的脉络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对设计人员的结构选型设计提供借鉴和帮助。 

 

2 大型斜交网格结构的特征与分类 
 
2.1 大型斜交网格结构及产生 

斜交网格结构是指由多根杆件按照某一倾角和网格形式通过节点连结而成的空间结构，可以看作是平

面桁架的横向拓展。高层建筑中的大型斜交网格结构是指用由倾斜柱组成的斜交网格结构代替高层结构中

传统的竖向抗侧构件或结构（如竖向柱、墙、筒等）后形成的一种新型结构，如将各种形式的竖向网格结

构用作高层建筑外围护墙体的骨架，并围合成空间网格状筒体结构时，即构成高层网筒结构体系。 

能有效承担竖向和水平荷载的斜交网格结构起源于人们对高层结构的长期探索及对桁架、支撑框架与

空间网格结构受力特征与规律的深刻认识与应用创新。将桁架与网架和网壳结合形成的斜交网格结构用于

高层建筑，标志着一种以承受轴向力为主的新型高层结构型式的产生，打破了传统以柱、墙、筒的弯剪能

力来抵抗侧向荷载的格局。显然，斜交网格结构是由桁架、网架、网壳结构发展演变而来的，他兼具桁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675102）及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0821022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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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架、网壳的受力与拓扑特征，世界 早采用该类结构的高层建筑是美国匹兹堡的 IBM 大厦（1963 年）。 

2.2 斜交网格结构的特征与适用范围 

斜交网格结构具有构件排列组合规律性强特点，可实现建筑美学法则与结构逻辑的统一；其结构形式

简单明晰，能将竖向与水平荷载转化为构件轴向内力，实现竖向承重与水平抗侧结构的统一；其具有典型

空间传力特征，整体性好，刚度大，抗灾能力强，内力传递效率高，剪力滞后不明显，施工速度快，易于

与其它结构组合出新型结构型式等优点。该类结构具有延性与塑性耗能能力较差、节点受力与构造复杂、

杆件与节点加工困难等不足。该类结构可用于以承受风荷载为主的非抗震区或低烈度区的高层或超高层建

筑，高烈度区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结构的延性耗能能力，也可用于幕墙及装饰物等的竖向支撑(围护)结构。 

2.3 大型斜交网格结构的组成与分类 

斜交网格结构由斜交网格结构单元与配套结构单元构成。斜交网格结构单元包括斜交网格柱、斜交网

格墙、斜交网格筒、楼面边梁、组合斜交网格等，上述斜交网格构件或子结构是由斜向相交的斜柱和水平

楼面边梁、巨型柱、巨型梁、巨型支撑、巨型桁架等构件组成，不同结构单元的集成与组合可构成多种斜

交网格结构形式。如斜交网格结构按材料不同可分为混凝土、钢结构、钢管混凝土、钢骨混凝土斜交网格

结构等，还可按结构形态与受力情况、网格形状与大小及斜交柱空间布置形式等对斜交网格结构进行分类。 

 

3 大型斜交网格结构在高层建筑中应用 
 

3.1 国内外大型斜交网格结构高层建筑应用情况及统计 

自从 1963 年在美国匹兹堡市建成世界首栋斜交网格结构高层建筑 13 层高的 IBM 大厦以后，这种结构

逐渐开始在国内外的高层建筑中应用，目前其应用数量已达 30 余栋，高度已突破 400m。国外目前已经有

20 栋高层建筑采用了该类结构，如伦敦瑞士再保险大厦（2006 年，180m）、纽约赫斯特大厦（2006 年，

182m）、东京蚕茧大厦（2008 年，204m）、多哈外交部大楼（2009 年，231m）、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金融

中心双塔(2009，216m)、迪拜 0-14 塔（2009 年，106m）、阿拉伯首都之门（2010 年，160m）、多哈泰马尔

综合大厦（2010，72 层）、加拿大卡尔加里的天弓大厦（2011 年，236m，58 层）、巴黎修道院中心（2014

年，320m）。我国也有 12 栋高层建筑采用了该类结构，如香港知专设计学院(2007 年，55m)、广州西塔（2010

年，432m）、中央电视台总部大厦（2010 年，234m）、大连中国石油大厦（2014 年，177m）、保利望京

国际广场（2014 年，161m）和深圳创投大厦（2015 年，202m）、苏宁广场（2016 年，338m）等。 

3.2 大型斜交网格结构的典型工程案例 

钢筋混凝土斜交网格结构能充分利用混凝土结构构型与浇筑灵活、就地取材、造价低等特点，采用该

类结构的工程案例有卡塔尔外交部办公大楼、迪拜 0-14 塔、天津中钢国际广场等。 

钢斜交网格结构能充分利用钢材强度高、结构构件便于工厂制作、施工效率高等特点，采用该类结构

的工程案例有赫斯特报业大楼、蚕茧大厦、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天弓大厦、香港知专设计学院等。 

钢管混凝土斜交网格结构能充分利用其强度高、延性好、便于工厂制作、施工效率高等特点，瑞士再

保险大厦、广州西塔、保利望京国际广场、深圳创投大厦、大连中石油大厦等采用了该类结构。 

 

4 结论 
 

系统介绍了该类结构演变与产生过程，分析了其在受力机理、内力传递、、空间整体性及抗震与抗风

能力等方面与传统结构的不同，给出了其 8 个典型特征及其不足与适应范围，介绍了该类结构组成构件，

给出了基于结构材料、网格类型、网格尺寸等不同特征参数的 8 种分类方法，较为系统地收集、梳理、整

理和统计了国内外 32 栋高层斜交网格结构的相关资料，介绍了国内外采用混凝土、钢结构、钢管混凝土

等 3 类 5 栋斜交网格结构典型工程实例，为全面认识与应用该类结构提供了有益借鉴与详实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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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系统分析了巨型桁架结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以及它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影响因素，给出了该类结

构与传统结构相比的 9 个典型特征，同时分析了巨型桁架结构的适用范围；其次，给出了巨型桁架结构

按其结构的分类，分析了三大类型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后，介绍了巨型桁架结构在高层建筑中应用

的困难与前景的 7 个典型特征，并分别介绍了 13 栋典型巨型桁架结构工程实例，为全面认识、了解、

应用巨型桁架结构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巨型桁架结构；结构分类；典型工程实例 

 

1 引言 
 

桁架结构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很早就有被应用，后来很快变成了普通的结构形式，大量应用在民用房屋

建筑、工业的大跨度结构等建筑中。随着高层、超高层建筑的快速发展，在巨型结构的带动下，巨型桁架

结构在高层、超高层建筑中越来越被普遍应用。在高层建筑发展的新阶段，为推动该类结构的进一步推广

应用，有必要对该类结构及其应用情况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为此，本文将试图对巨型桁架结构分类及

其在高层建筑中应用进程的脉络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对工程设计人员系统了解并推广应用该类结构提供

借鉴和帮助。 

 

2 巨型桁架结构的产生与特征 
 

2.1 巨型桁架结构产生背景及发展 

巨型结构的概念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是由梁式转换层结构发展演变而来的，而巨型桁架是既巨

型结构出现而附带的一种结构形式, 其兼顾了桁架结构和巨型结构双重的特征。巨型桁架结构随着高层建

筑的产生和发展也不断发展，其自身的优点，使其快速发展，并从单一结构到混合结构的发展。 

2.2 巨型桁架结构的特征 

巨型桁架结构体系结构整体稳定性、抗倾覆能力好、抗侧刚度强、传力明确，柱间距大、空间布置灵

活、能有有效削弱剪力滞后效应、设计灵活、施工速度快、材料利用充分、降低造价成本、美观效果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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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以和其他巨型结构或巨型构件组合设计等优点。    

 

3 巨型桁架结构的分类与适用范围 
 

3.1 巨型桁架结构的分类 

主要通过主结构的结构体系、结构材料、主结构有无小型支撑或(核心)筒、结构主要组成单元构件、

主次结构间有无耗能减震装置、主结构支撑类别对巨型桁架结构进行分类；同样还可以按巨型桁架结构周

边有无悬挑结构或按建筑功能分、次结构种类等分类指标进行分类。 

3.2 巨型桁架结构的适用范围 

通过介绍巨型桁架结构的优点，决定了该类结构很适合于超高层建筑，同样也可用于底部有无柱超大

空间及转换层要求的多层建筑、超高层建筑、大跨空间结构、多层城市立交桥与桥梁结构、海上石油钻井

平台等。 

 

4 巨型桁架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4.1 巨型桁架结构在高层建筑中应用的困难与前景 

通过巨型桁架结构体系与传统的结构体系对比，分析了其结构复杂程度，计算难度大，结构力学模型、

研究方法、理论设计研究以及研究成果少等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其在高层建筑中应用的困难与前景的 7个

典型特征。 

4.2.巨型桁架结构典型工程实例 

大型支撑框筒结构是通过增设大型支撑结构来替代了传统框筒结构中由腹板和翼缘框架中的窗裙梁

承担的剪力，减小剪力滞后效应，发挥了桁架的内力分布和变形的性质。采用该类结构的工程案例有美国

芝加哥约翰•汉考克中心大厦、长春光大银行、深圳京基金融中心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 

大型空间桁架结构体系主要受力体系是支撑和竖向巨柱构成的空间桁架，其特点是底部空间大，布置

灵活等。采用该类结构的工程案例有 Citicorp、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台湾高雄 85 大楼、广州东塔、深圳

平安金融中心等。 

斜格桁架结构具有明显的剪力滞后效应弱的优点，而且结构具有美感，但其结构设计复杂，施工较复

杂、延性较差。采用该类结构的工程案例有广州西塔、伦敦瑞典再保险公司总部大厦、卡塔尔外交部办公

大楼等。 

 

5 结论 
 

本文系统介绍了巨型桁架结构体系的内涵、背景、分类、特征、适用范围及其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给出了该类结构与传统结构相比的 9 个典型特征及其适用范围与应用前景。分析了巨型桁架结构在高层建

筑中应用的困难与前景，系统的介绍了国内外大型支撑框筒桁架结构、大型空间桁架结构、斜格桁架筒型

桁架结构以及混合复杂结构桁架结构体系在高层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实例，通过对国内外 13 栋典型巨型框

架结构的介绍，为全面认识、了解、应用巨型桁架结构提供了详实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