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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

合加载试验装置，包括移动式底座、反力框架、气

囊、面内竖向加载梁及面内水平加载梁。所述反

力框架布置在待测试墙体两侧，反力框架邻近待

测试墙体一侧顶部布置若干水平支撑杆，外侧通

过斜向支撑杆与移动式底座连接，底部通过螺栓

与移动式底座连接。在待测墙体与反力框架之间

各布置一个气囊，墙体顶部布置平面内竖向加载

梁及水平加载梁，并在地梁两侧与移动式底座之

间各布置两个可伸缩水平支撑杆。该装置实现对

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同时加载，真实地模拟了

墙体承受的双向往复地震作用。用于结构墙体构

件的平面内外耦合作用试验，对研究工程结构墙

体的破坏模式及墙体构件平面内外相互作用机

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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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可临时固定在地

面上的移动式底座(1)、间隔设置在所述移动式底座(1)上的一对反力框架(2)、设于所述反

力框架(2)之间的气囊(3)、面内水平加载梁(4)及面内竖向加载梁(5)；

所述反力框架(2)的底部铰接在所述移动式底座(1)上，所述反力框架(2)外部的上端

与所述移动式底座(1)之间设有斜向支撑杆(206)，所述斜向支撑杆(206)的两端分别与所

述反力框架(2)和所述移动式底座(1)铰接，形成移动式反力框架；

待测试墙体(6)安装在一对反力框架(2)之间，且所述气囊(3)夹在所述反力框架(2)与

待测试墙体(6)中间，通过气泵对所述气囊(3)进行充气加压；

所述面内水平加载梁(4)水平安装在所述待测试墙体(6)上，所述面内水平加载梁(4)

端部连接水平作动器，施加水平荷载；

所述面内竖向加载梁(5)竖直安装在所述待测试墙体(6)上端，并连接竖向千斤顶施加

竖向荷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动式底座(1)包括地梁(101)、万向滚轮(102)和可伸缩水平支撑杆(103)，所述地梁

(101)组成一个矩形封闭底座，在矩形封闭底座底部均匀布置若干所述万向滚轮(102)，组

成可移动式底座，待测试墙体(6)布置于矩形封闭底座的几何中心，所述可伸缩水平支撑杆

(103)安装在所述地梁(101)的内侧，所述可伸缩水平支撑杆(103)的端部有若干滚珠，所述

可伸缩水平支撑杆(103)的端部与所述待测试墙体(6)相抵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梁(101)采用混凝土或钢材制得，所述可移动式底座(1)通过地锚栓临时固定在地面

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反力框架(2)包括顶梁(201)、中间梁(202)、底梁(203)、中间柱(204)、侧柱(205)，所述

顶梁(201)、中间梁(202)、底梁(203)、中间柱(204)和侧柱(205)组成一榀框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顶梁(201)上布置若干用于限制待测试墙体顶部平面外位移的水平支撑杆(20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平支撑杆(207)的端部有若干滚珠。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面内水平加载梁(4)包括连杆(401)、挡板(402)及加载板(403)，所述挡板(402)及加载

板(403)布置在待测试墙体(6)顶梁的前后两端，所述面内水平加载梁(4)在加载板(403)一

端连接作动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挡板(402)和加载板(403)厚度为20～35mm，所述连杆(401)直径为15～25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待测试墙体(6)两侧的反力框架(2)上各布置若干位移测量仪器(7)，所述位移测量仪器

(7)为激光位移计或拉线位移计。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反力框架(2)、面内水平加载梁(4)及面内竖向加载梁(5)采用钢材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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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发生地震时，工程结构往往遭受双向地震作用，研究结构墙体在双向地震作用下

的受力性能、破坏模式及失效机理对工程结构的设计优化和性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现有

测试结构墙体力学性能的试验主要包括拟静力试验、拟动力试验及振动台试验，上述试验

的试验装置主要包括面内水平加载梁装置、千斤顶加载装置、气囊加载装置和振动台试验

装置。拟静力试验加载梁装置和千斤顶加载装置能够对结构墙体进行点加载，但不能进行

结构墙体的全平面均匀加载。气囊加载装置能够实现结构墙体的面外全平面均匀加载，但

无法进行墙体的平面内加载，上述试验装置无法真实地模拟双向地震的往复作用。振动台

试验装置能够真实模拟地震作用下结构墙体的平面内外的力学性能，但无法绘制荷载‑位

移曲线，试验费用高昂。同时，现有试验装置不能随意移动，被测试的结构构件尺寸受限，使

用不方便。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能够实现墙体面内面外同时加载的试验装置，解决上述试

验装置存在的问题。

[0003] 专利CN105258890A公开了一种剪力墙在拉弯剪复合作用下的抗震性能试验装置，

用于对已经固定好的剪力墙试件加载，包括竖向拉压千斤顶、反力梁、竖向拉压千斤顶固定

装置、竖向拉压千斤顶加载装置、水平拉压千斤顶、反力墙、水平拉压千斤顶固定装置、水平

拉压千斤顶加载装置，其中，竖向拉压千斤顶加载装置包括竖向拉压千斤顶的第二上加载

板、第二锚杆和第二锚栓；第二锚杆穿过第二上加载板预留孔和剪力墙试件加载梁预留孔，

上端通过第二上加载板与剪力墙试件加载梁固定连接，该装置适用于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砌体墙和钢板混凝土剪力墙在轴拉力和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的抗震性能试验，然而其仍无

法较好的真实模拟双向地震的往复作用，无法方便的绘制荷载‑位移曲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适应性强、成本低且能够实现结构墙体面内面外同时加

载的试验装置，以解决现有试验装置无法准确模拟双向往复地震作用及试验场地受限等问

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包括可临时固定在地面上的移动

式底座、间隔设置在所述移动式底座上的一对反力框架、设于所述反力框架之间的气囊、面

内水平加载梁及面内竖向加载梁；

[0007] 所述反力框架的底部铰接在所述移动式底座上，所述反力框架外部的上端与所述

移动式底座之间设有斜向支撑杆，所述斜向支撑杆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反力框架和所述移动

式底座铰接，形成移动式反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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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待测试墙体安装在一对反力框架之间，且所述气囊夹在所述反力框架与待测试墙

体中间，通过气泵对所述气囊进行充气加压；

[0009] 所述面内水平加载梁水平安装在所述待测试墙体上，所述面内水平加载梁端部连

接水平作动器，施加水平荷载；

[0010] 所述面内竖向加载梁竖直安装在所述待测试墙体上端，并连接竖向千斤顶施加竖

向荷载。

[0011] 试验时，装置通过反力框架将气囊的平面外压力均匀传递至待测试墙体上，通过

面内水平加载梁将水平作动器施加的平面内水平荷载传递至待测试墙体上，通过面内竖向

加载梁将竖向千斤顶施加的平面内竖向荷载传递至待测试墙体上，为了获取往复荷载作用

下框架填充墙的平面外荷载—位移曲线，墙体一侧气囊充气加压时，另一侧气囊放气卸压

并移除，两侧气囊交替加载。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移动式底座包括地梁和万向滚轮，所述地梁组成一个矩形封闭底

座，在矩形封闭底座底部均匀布置若干所述万向滚轮，组成可移动式底座，待测试墙体布置

于矩形封闭底座的几何中心，并在地梁两侧与移动式底座之间各布置两个可伸缩水平支撑

杆，所述可伸缩水平支撑杆安装在所述地梁的内侧，所述可伸缩水平支撑杆的端部有若干

滚珠，所述可伸缩水平支撑杆的端部与所述待测试墙体相抵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地梁采用混凝土或钢材制得，所述可移动式底座通过地锚栓临时

固定在地面上。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反力框架包括顶梁、中间梁、底梁、中间柱、侧柱，所述顶梁、中间

梁、底梁、中间柱和侧柱组成一榀框架。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顶梁上布置若干用于限制待测试墙体顶部平面外位移的水平支撑

杆。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水平支撑杆的端部有若干滚珠。

[0017] 进一步地，所述面内水平加载梁包括连杆、挡板及加载板，所述挡板及加载板布置

在待测试墙体顶梁的前后两端，所述面内水平加载梁在加载板一端连接作动器。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挡板和加载板厚度为20～35mm，所述连杆直径为15～25mm。

[0019] 进一步地，在待测试墙体两侧的反力框架上各布置若干位移测量仪器，所述位移

测量仪器为激光位移计或拉线位移计。

[0020] 进一步地，所述反力框架、面内水平加载梁及面内竖向加载梁采用钢材制得。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装置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2] 本申请通过在待测试墙体两侧等间距设置反力框架，并在待测试墙体和反力框架

间设置可交替充气、放气的气囊，实现了对待测试墙体进行平面外往复均布力的加载。通过

与面内水平作动器相连的水平加载梁和与面内竖向千斤顶相连的竖向加载梁，分别实现了

对待测试墙体的面内水平往复加载和竖向单调加载。最后通过设置在反力框架底部可临时

固定于地面的移动式底座，以及设置在地梁两侧与移动式底座之间的端部带有若干滚珠的

可伸缩水平支撑杆，所述可伸缩水平支撑杆的端部与所述待测试墙体相抵接，使反力框架、

气囊、移动式底座和待测式墙体形成一个平面外的反力自平衡系统，解决了现有试验装置

不能实现平面内外耦合加载的问题。

[0023] 此外，移动式底座顶部设有凹槽，可根据实际需要调节反力框架与待测式墙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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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反力框架顶部设有带滚珠的水平支撑，限制待测式墙体顶部平面外位移的同时减

小了墙体与水平支撑接触面摩擦对试验的影响。本申请适应性强，能够全面、真实地模拟待

测试墙体承受的双向往复地震作用，解决了现有试验装置无法准确模拟双向往复地震作用

及试验场地受限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应用时的试验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应用时的反力框架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应用时的移动式底座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应用时的面内水平加载梁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应用时的水平支撑杆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应用时的可伸缩水平支撑杆示意图；

[0030] 图中：移动式底座1、地梁101、万向滚轮102、可伸缩水平支撑杆103、反力框架2、顶

梁201、中间梁202、底梁203、中间柱204、侧住205、斜向支撑杆206、水平支撑杆207、气囊3、

面内水平加载梁4、连杆401、挡板402、加载板403、面内竖向加载梁5、待测试墙体6、位移测

量仪器7。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2] 如图1，一种结构墙体构件平面内外耦合加载试验装置，包括可临时固定在地面上

的移动式底座1、反力框架2、气囊3、面内水平加载梁4、面内竖向加载梁5。

[0033] 参见图3，所述移动式底座1包括地梁101、万向滚轮102和可伸缩水平支撑杆103，

所述地梁101组成一个矩形封闭底座，地梁采用混凝土或钢材制得。在矩形封闭底座底部四

周均匀布置14个万向滚轮组成可移动式底座，可移动式底座通过地锚栓临时固定在地面

上。框架填充墙布置于矩形封闭底座的几何中心，可移动式底座与框架填充墙底梁之间布

置可伸缩水平支撑杆103，可伸缩水平支撑杆103的端部有若干滚珠，可伸缩水平支撑杆103

的端部与待测试墙体6相抵接，单侧气囊加载使反力框架沿着平面外方向移动，而通过可伸

缩水平支撑杆103起到限制底座移动的作用，限制其平面外移动，但不限制平面内移动。本

实施例中待测试墙体6为框架填充墙。

[0034] 参见图2，所述反力框架包括顶梁201、中间梁202、底梁203、中间柱204、侧柱205、

斜向支撑杆206和水平支撑杆207，所述顶梁、中间梁、底梁、中间柱和侧柱组成一榀框架，框

架固定于可移动式底座顶部，框架侧向由斜向支撑杆206与移动式底座连接组成可移动式

反力框架，沿框架填充墙两侧各布置一榀反力框架。框架填充墙位于两个侧柱205之间，地

梁101顶面与框架填充墙底部平齐或位于框架填充墙下方，顶梁201顶部与框架填充墙顶部

平齐，顶梁邻近框架填充墙一侧各布置3个水平支撑杆用以限制待测试墙体6顶部的平面外

位移，水平支撑杆207端部布置若干滚珠用以减小待测试墙体与水平支撑杆207接触面的摩

擦力，水平支撑杆207示意图如图5。

[0035] 参见图1，气囊3夹在反力框架2与框架填充墙6中间。位移测量仪器7为激光位移计

或拉线式位移计，布置于反力框架的中间梁20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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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参见图4，面内水平加载梁包括连杆401、挡板402及加载板403，挡板401及加载板

403布置在框架填充墙顶梁的前后两端由4根连杆401连接。

[0037] 试验时，通过气泵对墙体气囊3进行充气加压，气囊加压膨胀后通过装置反力框架

将气囊的平面外压力均匀传递至框架填充墙上，达到在框架填充墙平面外均匀加载的目

的，气囊的压力大小可通过气压表控制。

[0038] 为了获取往复荷载作用下框架填充墙的平面外荷载—位移曲线，墙体一侧气囊充

气加压时，另一侧气囊放气卸压并移除，两侧气囊交替加载。在面内水平加载梁的加载板一

端通过螺栓与作动器连接，将作动器施加的平面内荷载传递至框架填充墙上，通过面内竖

向加载梁将竖向千斤顶施加的平面内竖向荷载传递至框架填充墙上。

[0039]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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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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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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