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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及

其使用方法，试验装置包括反力场地、四柱自平

衡刚架、三角形反力刚架、加载横梁、竖向加载装

置、水平加载装置、数据采集系统和控制系统等。

所述反力场地包括反力墙、反力地坪和地下室；

所述四柱自平衡刚架由顶梁、四个立柱和底梁组

成，所述竖向加载装置安装在四柱自平衡刚架的

顶梁底部，通过加载横梁对剪力墙试件施加竖向

荷载；所述水平加载装置分别安装在反力墙和三

角形反力刚架上，通过加载横梁对剪力墙试件施

加低周水平往复荷载；所述数据采集系统用于采

集各测点的力、位移和应变；所述控制系统用于

控制千斤顶和液压伺服作动器。利用本装置可以

完成水平单向最大5000kN的剪力墙低周往复抗

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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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反力场地、四柱自平衡刚架、三角形反

力刚架、竖向加载装置、水平加载装置、加载横梁、数据采集系统和控制系统；

所述反力场地包括反力墙、反力地坪以及地下室三部分；所述反力墙采用双肢钢筋混

凝土剪力墙结构，墙肢上开有等距锚孔；反力地坪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地坪上开有

等距锚孔；反力地坪下方为地下室，所述反力墙、反力地坪和地下室一体浇筑而成；

所述四柱自平衡刚架包括四个立柱、一根顶梁和一根底梁；所述四个立柱底部分别焊

接在底梁四个角部上面；四个立柱内侧翼缘上部开有若干螺栓孔，所述顶梁通过螺栓与立

柱内侧翼缘相连；

所述反力墙竖直设置在反力地坪一侧上方，所述三角形反力刚架设置在反力地坪另一

侧上方，剪力墙试件设置在三角形反力刚架与反力墙之间；

所述加载横梁设置在顶梁下方，加载横梁固定在剪力墙试件上方；

所述竖向加载装置包括连接第一液压液系统的千斤顶和水平滑动支座，所述水平滑动

支座固定在所述顶梁下方，所述千斤顶放置所述水平滑动支座和所述加载横梁之间；

所述水平加载装置包括连接第二液压液系统的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和第二液压伺服

作动器、第一支座和第二支座；所述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的一端通过第一支座与所述反力

墙相连，所述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一侧相连；所述第二液压

伺服作动器的一端通过第二支座与所述三角形反力刚架相连，所述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的

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另一侧相连；

所述数据采集系统通过各布置在各测点的力传感器、位移计和应变片分别采集力、位

移和应变数据；所述控制系统通过设备内置元件控制千斤顶和液压伺服作动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角形反力刚架

由两片刚架组成，其中每片刚架包括竖杆、斜杆、地梁、横腹杆和斜腹杆，所述竖杆、斜杆、地

梁构成一个封闭的直角三角形结构，横腹杆和斜腹杆设置在三角形内，各组成部分通过焊

接相连，两片刚架通过连杆连成一体，并通过锚杆固定在反力地坪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四柱自平衡刚架

的立柱之间设置侧向支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力墙与四柱自

平衡刚架之间设置第一水平约束钢梁，三角形反力刚架与四柱自平衡刚架之间设置第二水

平约束钢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梁和顶梁为变

截面异形梁，底梁呈工字型结构，底梁上翼缘开有螺栓孔，顶梁两端设有钢板，钢板上开有

螺栓孔，通过高强度螺栓与四根立柱内侧翼缘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底梁和顶

梁的上下翼缘间每隔一定的距离都焊有加劲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载横梁为焊接

双腹板H型钢梁，加载横梁两侧分别焊有连接端头，通过螺栓连接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和第

二液压伺服作动器，加载横梁的两端分别焊有侧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液压液系

统、数据采集系统和控制系统放置在反力地坪上，所述第二液压液系统置在地下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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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种利用上述装置进行剪力墙试件低周往复抗震试验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用螺栓将剪力墙试件的底板固定在底梁顶面；

2）用螺栓将加载横梁固定在剪力墙试件的顶板上；

3）根据剪力墙试件的高度将顶梁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并通过高强度螺栓固定在立柱内

侧翼缘；

4）将滑动支座固定在顶梁下方；

5）将连有第一液压液系统的千斤顶放置在滑动支座和加载横梁之间；

6）通过锚栓将第一水平约束钢梁一端与反力墙相连，通过螺栓将第一水平约束钢梁另

一端与底梁相连；通过螺栓将第二水平约束钢梁一端与所述三角形反力刚架相连，通过螺

栓将第二水平约束钢梁另一端与所述底梁相连；

7）将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的一端通过第一支座与反力墙相连，将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

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相连；将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的一端通过第二支座与三角形

反力刚架相连，将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相连；

8）在剪力墙一侧端柱上中下布置测量平面内变形的水平位移计，沿墙面四角对角线布

置测量墙体剪切变形的交叉位移计；在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钢板表面，钢筋混凝土

剪力墙的内部钢筋和混凝土表面布置应变片，并将位移计和应变片连接到数据采集系统；

9）通过螺栓把侧向支撑安装在立柱相对于剪力墙试件中上部高度处的内侧翼缘；

10）启动第一液压液系统通过千斤顶对剪力墙试件施加一定的竖向荷载，并同步启动

数据采集系统采集位移和应变；

11）打开控制系统设定加载程序，启动第二液压液系统，通过控制系统控制第一液压伺

服作动器和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对剪力墙试件施加拉压循环荷载；

12）试验过程中，对于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试件，观察钢板局部屈曲的形态和墙体

整体破坏的特征；对于混凝土剪力墙试件，观察裂缝的发展过程和宽度，以及墙体整体破坏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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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结构性能试验与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及

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建筑结构中，剪力墙主要承受由风荷载或地震作用引起的水平荷载，同时也承

受有上部结构及自重引起的竖向荷载，其抗震能力和竖向承载能力对结构安全起着重要作

用，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0003] 结构试验技术是研究结构性能，发展结构计算理论，研发新材料、新结构和新施工

工艺的重要手段，对土木工程学科发展和重大工程建设具有重大推进作用。试验装置是试

验研究最基本的技术保证，通常包括加载装置系统和反力装置系统两大部分，其中加载装

置系统用于给试验模型施加荷载，反力装置系统用于平衡试验模型受荷后传给加载装置的

反力，同时为加载装置和试验模型提供可靠的边界条件。

[0004] 为了真实反映结构的实际受力状态和变形特征，消除构件尺寸和材料性能等方面

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试验研究应尽可能采用足尺模型。实际结构中，每层剪力墙的高度通常

为2700-3000mm，宽度通常大于1500mm，因此要求试验装置需具有足够的加载空间和加载能

力。

[0005] 然而现有的试验装置存在较大局限，难以满足上述要求，例如：目前常见的长柱压

力机最大加载能力约为10000kN，但其加载空间和试验对象都十分有限；目前常用的门式反

力刚架虽具有较大的加载空间，但其竖向加载能力大多不超过20000kN，且刚架立柱必须进

行可靠锚固，对使用场地要求较高；目前常用的压剪试验机可进行较大压力作用下的剪切

试验，但其加载空间有限，试验对象也局限于橡胶支座等构件。因此，研发具有足够加载能

力和加载空间，实现足尺剪力墙抗震性能的试验装置，对新型剪力墙的研究和应用具有重

大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及其使用方法，试验装

置具有较大加载能力和加载空间，设计合理，使用方便，可以完成水平单向最大5000kN的剪

力墙低周往复抗震试验。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包括反力场地、四柱自平衡刚架、三角形反力刚架、竖向加

载装置、水平加载装置、加载横梁、数据采集系统和控制系统；

所述反力场地包括反力墙、反力地坪以及地下室三部分；所述反力墙采用双肢钢筋混

凝土剪力墙结构，墙肢上开有等距锚孔；反力地坪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地坪上开有

等距锚孔；反力地坪下方为地下室，所述反力墙、反力地坪和地下室一体浇筑而成；

所述四柱自平衡刚架包括四个立柱、一根顶梁和一根底梁；所述四个立柱底部分别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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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底梁四个角部上面；四个立柱内侧翼缘上部开有若干螺栓孔，所述顶梁通过螺栓与立

柱内侧翼缘相连；

所述反力墙竖直设置在反力地坪一侧上方，所述三角形反力刚架设置在反力地坪另一

侧上方，剪力墙试件设置在三角形反力刚架与反力墙之间；

所述加载横梁设置在顶梁下方，加载横梁固定在剪力墙试件上方；

所述竖向加载装置包括连接第一液压液系统的千斤顶和水平滑动支座，所述水平滑动

支座固定在所述顶梁下方，所述千斤顶放置所述水平滑动支座和所述加载横梁之间；

所述水平加载装置包括连接第二液压液系统的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和第二液压伺服

作动器、第一支座和第二支座；所述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的一端通过第一支座与所述反力

墙相连，所述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一侧相连；所述第二液压

伺服作动器的一端通过第二支座与所述三角形反力刚架相连，所述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的

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另一侧相连。

[0008] 所述数据采集系统通过各布置在各测点的力传感器、位移计和应变片分别采集

力、位移和应变数据；所述控制系统通过设备内置元件控制千斤顶和液压伺服作动器。

[0009] 优选的，所述三角形反力刚架由两片刚架组成，其中每片刚架包括竖杆、斜杆、地

梁、横腹杆和斜腹杆，所述竖杆、斜杆、地梁构成一个封闭的直角三角形结构，横腹杆和斜腹

杆设置在三角形内，各组成部分通过焊接相连，两片刚架通过连杆连成一体，并通过锚杆固

定在反力地坪上。

[0010] 优选的，所述四柱自平衡刚架的立柱之间设置侧向支撑，并可根据需要上下移动。

[0011] 优选的，所述反力墙与四柱自平衡刚架之间设置第一水平约束钢梁，三角形反力

刚架与四柱自平衡刚架之间设置第二水平约束钢梁。

[0012] 优选的，所述底梁和顶梁为变截面异形梁。底梁呈工字型结构，底梁上翼缘开有螺

栓孔，用于安装剪力墙试件。顶梁两端设有钢板，钢板上开有螺栓孔，通过高强度螺栓与四

根立柱内侧翼缘相连，并可根据剪力墙试件高度上下移动以满足加载需要。

[0013] 优选的，所述立柱、底梁和顶梁的上下翼缘间每隔一定的距离都焊有加劲肋，用于

增强局部承载能力。

[0014] 优选的，所述加载横梁为焊接双腹板H型钢梁，加载横梁两侧分别焊有连接端头，

可通过螺栓连接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和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加载横梁的两端分别焊有侧

板，可用于施加平面外约束。

[0015] 优选的，所述反力墙每片墙肢厚度为1m。

[0016] 优选的，所述反力地坪厚度为1m。

[0017] 优选的，所述地下室由厚度200mm的横墙和纵墙分隔，地下室净高3m。

[0018] 优选的，所述第一液压液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和控制系统放置在反力地坪上，所述

第二液压液系统设置在地下室内。

[0019] 一种利用上述装置进行剪力墙试件低周往复抗震试验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用螺栓将剪力墙试件的底板固定在底梁顶面；

2）用螺栓将加载横梁固定在剪力墙试件的顶板上；

3）根据剪力墙试件的高度将顶梁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并通过高强度螺栓固定在立柱内

侧翼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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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滑动支座固定在顶梁下方；

5）将连有第一液压液系统的千斤顶放置在滑动支座和加载横梁之间；

6）通过锚栓将第一水平约束钢梁一端与反力墙相连，通过螺栓将第一水平约束钢梁另

一端与底梁相连；通过螺栓将第二水平约束钢梁一端与所述三角形反力刚架相连，通过螺

栓将第二水平约束钢梁另一端与所述底梁相连；

7）将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的一端通过第一支座与反力墙相连，将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

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相连；将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的一端通过第二支座与三角形

反力刚架相连，将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相连；

8）在剪力墙一侧端柱上中下布置测量平面内变形的水平位移计，沿墙面四角对角线布

置测量墙体剪切变形的交叉位移计；在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钢板表面，钢筋混凝土

剪力墙的内部钢筋和混凝土表面布置应变片，并将位移计和应变片连接到数据采集系统；

9）通过螺栓把侧向支撑安装在立柱相对于剪力墙试件中上部高度处的内侧翼缘；

10）启动第一液压液系统通过千斤顶对剪力墙试件施加一定的竖向荷载，并同步启动

数据采集系统采集位移和应变；

11）打开控制系统设定加载程序，启动第二液压液系统，通过控制系统控制第一液压伺

服作动器和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对剪力墙试件施加拉压循环荷载；

12）试验过程中，对于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试件，观察钢板局部屈曲的形态和墙体

整体破坏的特征；对于混凝土剪力墙试件，观察裂缝的发展过程和宽度，以及墙体整体破坏

的特征。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较好的进行剪力墙抗震试验的装置和使用方法，试验装置具有

较大加载能力和加载空间，设计合理，可以完成水平单向最大5000kN的剪力墙低周往复抗

震试验。本发明提高了剪力墙抗震试验的精度和效率，实现了足尺剪力墙低周往复抗震试

验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剪力墙往复抗震试验装置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四柱自平衡刚架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四柱自平衡刚架的底梁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四柱自平衡刚架的顶梁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所述的三角形反力刚架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所述的加载横梁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

1-反力场地；11-反力墙；12-反力地坪；13-地下室；2-四柱自平衡刚架；21-立柱、22-顶

梁；23-底梁；24-钢板；3-三角形反力刚架；31-竖杆；32-斜杆；33-地梁；34-横腹杆；35-斜腹

杆；4-竖向加载装置；  41-第一液压液系统；42-千斤顶；43-水平滑动支座；5-水平加载装

置；51-第二液压液系统；52-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53-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54-第一支座；

55-第二支座；6-加载横梁；61-连接端头；62-侧板；7-侧向支撑；8-第一水平约束钢梁；9-第

二水平约束钢梁；10-剪力墙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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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

“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

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24] 如图所示，本实施例的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包括：反力场地1、四柱自平衡刚架2、

三角形反力刚架3、竖向加载装置4、水平加载装置5、加载横梁6、侧向支撑7、第一水平约束

钢梁8、第二水平约束钢梁9、数据采集系统和控制系统。

反力场地1由反力墙11、反力地坪12和地下室13组成。反力地坪12厚1m，为预应力钢筋

混凝土结构，用作四柱自平衡刚架2和三角形反力刚架3的基础。反力地坪12预留有间距为

500mm的锚孔，用于固定四柱自平衡刚架2和三角形反力刚架3。反力墙11为双肢钢筋混凝土

剪力墙结构，每片墙肢厚度1m，其上开有等距锚孔，用于固定水平加载装置5，为低周往复抗

震试验提供反力。地下室13净高3m，由厚度200mm的横墙和纵墙分隔成小室。

[0025] 如图2、图3和图4所示，本发明所述的四柱自平衡刚架2包括四个立柱21、一根顶梁

22和一根底梁23，均有钢板焊接而成，钢材材质为Q345B。四个立柱21的截面均为箱型，截面

尺寸相同，其宽和高分别为1600mm和800mm。四个立柱21底部分别焊接在底梁23四个角部上

面。底梁23和顶梁22为变截面异形梁。底梁23高1200mm，其俯视平面呈工字型。底梁23上翼

缘开有螺栓孔，用于安装剪力墙试件。底梁23的顶面采用喷丸处理，用于实现高强螺栓摩擦

型连接。顶梁22高度亦为1200mm，其两端的两侧分别含有高2600mm、宽1800mm的钢板，钢板

上开有螺栓孔，通过高强度螺栓与四根立柱21内侧翼缘相连，并可根据剪力墙试件10高度

上下移动以满足加载需要。立柱21、底梁23和顶梁22的上下翼缘间每隔一定的距离都焊有

加劲肋，用于增强局部承载能力。

[0026] 如图5所示，三角形反力刚架3由两片刚架组成，其中每片刚架包括竖杆31、斜杆

32、地梁33、横腹杆34、斜腹杆35，各组成部分通过焊接相连，两片刚架通过连杆36连成一

体。竖杆31高5050mm，其外翼缘上开有螺栓孔，用于连接水平加载装置5。地梁33长2900mm，

其上开有地锚孔，通过锚杆固定在反力地坪12上。

[0027] 如图1所示，竖向加载装置4包括连有第一液压液系统41的千斤顶42和水平滑动支

座43。水平滑动支座43通过螺栓固定在顶梁22的下翼缘，千斤顶42放置水平滑动支座43和

加载横梁6之间。

[0028] 如图1所示，水平加载装置5包括连有第二液压液系统51的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52

和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53、第一支座54和第二支座55。第二液压液系统51放置在地下室13

内，第一支座54通过锚杆固定反力墙11上，第二支座55通过螺栓固定在三角形反力刚架3

上。根据剪力墙试件10的高度，第一支座54和第二支座55可分别在反力墙11和三角形反力

刚架3上移动。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52的一端通过螺栓与第一支座54相连，第一液压伺服作

动器52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6相连。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53的一端通过螺栓与第

二支座55相连，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53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6相连。侧向支撑7为

焊接H型钢梁，梁长3500mm，横截面宽和高均为200mm，钢材材质为Q345B。侧向支撑7的两端

开有螺栓孔，通过螺栓安装在立柱21内侧翼缘，用于防止剪力墙试件10突然反生较大的平

面外变形，侧向支撑7可根据需要上下移动。第一水平约束钢梁8为焊接双腹板H型钢梁，其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0361275 A

7



一端焊有连接端板，通过锚栓与反力墙1相连，第一水平约束钢梁8另一端焊有耳板，通过螺

栓与底梁23相连；第二水平约束钢梁9为焊接H型钢梁，其一端亦焊有连接端板，通过螺栓与

三角形反力刚架3相连，第二水平约束钢梁9另一端亦焊有耳板，通过螺栓与底梁23相连。

[0029] 如图6所示，加载横梁6为焊接双腹板H型钢梁，梁长3060mm，横截面宽和高分别为

750mm和550mm，钢材材质为Q345B。加载横梁6两端分别焊有连接端头61，可通过螺栓连接第

一液压伺服作动器52和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53。加载横梁6的两端两侧分别焊有侧板62，可

用于施加平面外约束。

[0030] 数据采集系统集成了力、位移、应力和应变数据采集和处理装置，通过各布置在各

测点的力传感器、位移计和应变片分别采集力、位移和应变数据。控制系统通过设备内置元

件控制千斤顶和液压伺服作动器。

[0031] 利用上述剪力墙抗震试验装置进行剪力墙试件低周往复抗震试验的使用方法，通

过以下步骤实现：

第一步，用螺栓将剪力墙试件10的底板固定在底梁23顶面；

第二步，用螺栓将加载横梁6固定在剪力墙试件10的顶板上；

第三步，根据剪力墙试件10的高度将顶梁22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并通过高强度螺栓固定

在立柱21内侧翼缘；

第四步，将滑动支座43固定在顶梁22下方；

第五步，将连有第一液压液系统41的千斤顶42放置在滑动支座43和加载横梁6之间；

第六步，通过锚栓将第一水平约束钢梁8一端与反力墙1相连，通过螺栓将第一水平约

束钢梁8另一端与底梁23相连；通过螺栓将第二水平约束钢梁9一端与所述三角形反力刚架

3相连，通过螺栓将第二水平约束钢梁9另一端与所述底梁23相连；

第七步，利用锚栓将第一支座54固定在反力墙11上，通过螺栓将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

52的一端与第一支座54相连，将第一液压伺服作动器52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载横梁6相

连；利用螺栓将第二支座55固定到三角形反力刚架3的两根立柱上，通过螺栓将第二液压伺

服作动器53的一端连接到第二支座55上，将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53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加

载横梁6相连；

第八步，在剪力墙一侧端柱上中下布置测量平面内变形的水平位移计，沿墙面四角对

角线布置测量墙体剪切变形的交叉位移计；在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钢板表面，钢筋

混凝土剪力墙的内部钢筋和混凝土表面布置应变片，并将位移计和应变片连接到数据采集

系统；

第九步，通过螺栓把侧向支撑7安装在立柱21相对于剪力墙试件10中上部高度处的内

侧翼缘；

第十步，启动第一液压液系统41通过千斤顶42对剪力墙试件10施加一定的竖向荷载，

并同步启动数据采集系统采集位移和应变；

第十一步，打开控制系统设定加载程序，启动第二液压液系统51，通过控制系统控制第

一液压伺服作动器52和第二液压伺服作动器53对剪力墙试件10施加拉压循环荷载；

第十二步，试验过程中，对于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试件，观察钢板局部屈曲的形态

和墙体整体破坏的特征；对于混凝土剪力墙试件，观察裂缝的发展过程和宽度，以及墙体整

体破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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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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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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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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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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