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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耗能支撑框架体系作为一种有效的被动控制技术在工程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其中, 低造
价磨擦耗能钢筋混凝土支撑体系具有良好的应用推广价值. 在对钢筋混凝土摩擦耗能支撑框架
的应用和特点作分析的同时, 指出了这种结构体系应用中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即节点的强
度. 文中针对这一问题, 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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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braced frame system of energy dissipation, which is an effect ive and passive control technique,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civil engineering. The low - cost braced RC frame with friction device is one of
the valuable syst em from engineering practice. T he joint strength of the frame is mainly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ory, and meanwhile the appl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iction energy dissipation braced fram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are discussed. An emphasis is put on the joint strength, which is a key problem in applying this system .
Key words: reinforced concrete; friction energy dissipation braced frame; the theory of joint strength; 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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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与传统抗震技术相比, 结构减震控制技术主要有安全可靠、
有效减震经济, 节省工程造价、
建筑结构设
计不受限制、
使用范围广及检修维护方便等优点.
近几年, 摩擦耗能支撑被广泛应用于商业建筑领域, 目的是加强新结构或加固已建结构的抗震能力.
在加拿大, 共有 13 个建筑物安装了 Pall 摩擦装置, 其中, 6 个用于加固. 蒙特利尔附近的 Ecole Polyvalante
的三个学校在 1988 年的沙格奈河地震中受损, 应用摩擦耗能支撑的方法可以减少 40% 的加固费用和
60% 的修建时间. 基于非线性时域动力分析结果, 共需要 64 个摩擦耗能器、388 个摩擦板连接器. 这一项
目于 1990 年夏季末完工. 另一个工程是由法国政府为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67 届博览会建成的 8 层钢结构
建筑, 因为原先建筑设计早已过时, 初步分析表明结构不再满足抗震规范要求. 最终采用摩擦耗能支撑加
固的方法, 用 32 个摩擦耗能器贯穿于整个建筑. 另外, 美国洛杉矶的 T rans World Bank 建于 20 世纪 60 年
代, 属非延性钢混结构, 在加固中采用了横向层间安装摩擦耗能支撑的方案.
在我国, 复合摩擦型耗能支撑首次应用于广州市 28 层中房大厦工程; 1997 年沈阳市政府大楼因超过
使用年限, 其受力构件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且框架梁柱不符合七度区抗震构造规定, 经研究讨论, 最终选定
摩擦耗能支撑的加固方案. 云南省丽江县丽江物资大厦是主体结构为 8 层的纯框架结构, 在 1996 年丽江
地震中遭到破坏, 文献[ 1] 提出了使用钢筋砼支撑钢板 橡胶摩擦耗能装置的加固方案, 实验证明使用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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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墙来代替耗能支撑进行加固, 效果要好一些, 层间位移减小比较多, 但使用耗能支撑也可以满足 规范
要求( h/ 550) , 且可大大降低造价.
论文仅从理论上阐述摩擦耗能支撑框架节点的强度, 其设计部分将在续篇中论述.

1 摩擦耗能支撑框架的特点
摩擦耗能支撑框架是在普通框架体系的适当部位安装带摩擦耗能装置的斜支撑, 在较小地震作用下,
水平地震作用力小于耗能器的启动力, 由框架与支撑构成的框
桁架体系( 支撑框架) 抵抗所有地震作
用. 当受到中震或大震作用时, 耗能器被启动, 水平地震力通过连接在框架节点上的斜撑传递到耗能器上,
利用耗能器的良好滞回特性有效地消耗地震作用在结构上的能量, 从而达到保护主体结构的目的. 有对比
试验[ 2] 显示: 普通钢筋混凝土框架, 钢支撑钢筋混凝土框架和摩擦耗能支撑钢筋混凝土框架在相同的地震
波激振下, 摩擦耗能支撑框架在振动过程中支撑体系保持完好, 加速度反应和位移反应最小, 裂缝出现最
晚. 且一旦支撑内力达到滑移荷载, 摩擦耗能器将产生滑移, 使结构自振周期随之加长, 自动避免了共振效
应; 同时依靠摩擦耗能, 大大提高了结构阻尼, 从而明显地降低了结构的地震反应, 有效地增强了结构的抗
倒塌能力, 具有明显的减震效果.
但是, 注意到水平地震作用力一般需要通过框架节点传递到耗能器上, 因此摩擦耗能支撑框架节点区
域的剪应力比普通框架节点更高, 且应力状态更为复杂. 为了保证摩擦耗能支撑能够在地震作用下可靠工
作, 防止框架节点提前破坏导致整个结构的危险, 有必要对摩擦耗能支撑框架节点的构造形式、破坏特征、
加强方式和极限承载力等进行深入地研究.

2 框架节点强度理论
2. 1 节点传力机构分析
节点作为梁、
柱接头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平面框架中承受由左、右梁端和上、下柱端传来的弯矩、
剪
力和轴力. 当竖向荷载较大而地震水平反应较小时, 左、右梁端截面中的内力所引起的节点剪力较小, 节点
的受力较为有利. 而当水平地震反应较大, 使左、
右梁端分别受正、负弯矩作用时, 节点剪力就比较大, 对节
点受力不利.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新西兰的 T . paulay 和 R. park 就已经指出梁柱节点中存在两种传力机构, 即 斜
压杆机构 和 桁架机构 [ 3] . 如图 1 所示, 其中由梁、
柱端受压力区混凝土的压力在分别抵消了柱、梁截面
剪力中的相应部分之后, 在核心区混凝土中形成斜压应力场, 即所谓的 斜压杆机构 . 与此同时, 贯穿节点

的梁柱筋一端的拉力和另一端的压力将通过贯穿段的粘结效应传入其周围的混凝土中, 在分别抵消了相
应的另一部分柱、
梁截面剪力之后, 将以边缘剪力形式传入核心区, 并在核心区形成剪应力场. 该剪应力场
的主压应力与斜压杆机构的主压应力叠加, 由核心区混凝土承担. 在核心区斜向开裂前, 桁架机构引起的
主拉应力也主要由混凝土承担; 当拉应力大到导致混凝土斜向开裂后, 主拉力将由水平箍筋和竖向钢筋分
担. 对比节点的主拉力和主压力, 因前者源于一种机构而后者源于两种机构, 故前者总是小于后者.
对于核心区混凝土受剪破坏、
水平箍筋屈服而柱筋未发生粘结破坏的情况, 核心区剪切破坏的临界裂
缝常沿对角线发生, 将核心区混凝土分成两大块, 在两块体之间产生滑动摩擦, 假定与斜裂缝相交的水平

第3期

袁苏跃, 古 松: 钢筋混凝土摩擦耗能 支撑框架节点强度

理论篇

65

箍筋受拉屈服. 以上两种节点传力机构已为大家认同, 另外一些学者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其
他的节点传力和破坏模型[ 4, 5]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日本东京大学北山和宏、小谷俊介和青山博之通
过试验对节点中箍筋应变在组合体反复受力且层间位移角不断增大过程中的变化规律作了细致的测定后
提出了节点约束机构模型. 他们认为, 平行于加载方向的箍筋既要承受桁架机构引起的拉力, 又要承受由
于节点混凝土在斜向受压后的横向膨胀所引起的被动约束拉力. 同时还进一步认为, 在平行于加载方向和
垂直于加载方向的箍筋中的被动约束拉力是基本上相等的( 这相当于假定这两个方向的横向膨胀相同) .
另外, 日本东京大学的 H itoshi Shiohara 在对钢筋混凝土框架中节点的破坏试验总结的基础上 [ 6] 提出
传统的节点破坏模型并不能真正反映节点的实际承载能力. 他认为节点的剪切变形不是单一分布的, 而是
与节点四个边上的混凝土的转动和裂缝开展有关. 梁柱在节点处的转动导致节点沿对角线方向产生弯曲
裂缝. 梁柱纵筋和箍筋象弹簧一样防止裂缝贯通破碎. 因此, 通过这种模型可以使梁柱节点具有更高的抗
弯承载力和抗剪承载力. 但同时, 这种模型的剪切变形也会随着抗剪承载力的提高而增大. 因此假定的抗
剪能力可以由两部分组成, 即穿过裂缝的箍筋受拉屈服时所承担的剪力以及斜裂缝处在弯曲压力作用下
所产生的混凝土摩擦力. 这两者共同作用组成的抵抗力即为节点的抗剪承载力.
2. 2 节点受力特征分类 [ 6]
在模拟抗震框架梁柱接头区受力的平面梁柱组合体或二维梁柱组合体的低周交变加载试验中, 通常是
通过加强梁端和柱端的箍筋来防止梁端和柱端发生延性很差、
因而对框架抗震非常不利的剪切破坏. 在这个
前提下, 根据梁、
柱端正截面承载力和节点抗剪承载力的强弱, 组合体将可能出现下列三种典型失效方式:
1) 在梁端或柱端受拉钢筋屈服前节点发生剪切失效或剪切破坏;
2) 在梁端或柱端受拉钢筋屈服到丧失截面承载力( 受压区混凝土压碎) 之间, 随着组合体交替变形逐
步增大, 节点发生剪切破坏或剪切失效;
3) 在梁端或柱端受拉钢筋屈服后, 随着组合体交替变形的逐步增大, 梁端或柱端塑性铰充分转动, 直
至梁端或柱端丧失正截面承载力. 在此过程中节点未发生剪切破坏或剪切失效.
在上述第一种失效方式下, 框架达不到预期的抗水平地震反应的承载力, 且发生剪切破坏的节点不论
剪切破坏的形态如何, 其延性均很差, 故这类失效方式不符合抗震框架要求, 应尽量避免出现. 第二种失效
方式属于等强度状况, 节点的强度等级与结构其他构件相同, 在地震作用下可能出现由于节点失效而导致
的结构破坏. 第三种失效方式节点强度要高于梁柱的屈服强度, 在结构受荷载作用发生破坏过程中, 节点
只发生弹性变形或少量的塑性变形, 节点的强度不会发生明显下降. 这种失效方式将是本文讨论的基于
强节点 的设计准则.

3 结语
叶燎原教授等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 提出的钢筋砼支撑钢板 橡胶摩擦耗能装置, 是以混凝土为主要
材料、部分采用钢材和其他材料的低造价耗能支撑装置[ 7] , 并已在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振戎民族中学的两
栋教学楼工程中得到运用. 以上仅仅从理论方面阐述了摩擦耗能支撑框架节点的强度, 有关设计方面的问
题, 我们将在续篇中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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