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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调整斜柱结构体系中钢筋

混凝土楼盖拉力的方法，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领

域。针对现有斜柱结构体系中混凝土楼盖的设计

施工中的不足，提供了一种适用的设计与施工相

结合的方法，采用充分利用混凝土材料性能的思

路，通过在斜柱受拉侧楼盖设置后浇带，改变楼

盖中水平力的传递途径，有效的解决了斜柱结构

体系中楼盖中拉力过大问题，既保证了结构的安

全，又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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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调整斜柱结构体系中钢筋混凝土楼盖拉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

步骤：

（1）确定在楼盖中设置后浇带的位置：在与斜柱相连的楼盖受拉侧，跨中三分之一部位

设置后浇带，后浇带的位置应考虑到要尽量减少对后续施工的影响，后浇带内钢筋不贯通，

后浇带的设置可以改变斜柱两侧楼盖刚度形成的顺序，使受压侧楼盖先于受拉侧楼盖形成

刚度，使楼盖内由斜柱产生的水力主要由受压侧混凝土楼盖承担；

（2）根据施工方案，分析楼盖后浇带封闭时机，这将影响所释放水平力的大小；施工顺

序为先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之后进行上部附属钢结构的安装、结构受力构件施工完毕后

进行二次结构施工、外立面幕墙施工及室内装修施工，后浇带浇筑时间越晚则释放的楼盖

拉力也就越大，同时对施工组织及施工进度的影响也就越大；

（3）施工仿真分析：采用有限元软件，根据第（1）（2）步确定的计算条件，进行施工仿真

分析，对各个方案的结构计算模型进行分析对比，对比结构构件的内力，配筋；综合考虑钢

筋用量、施工工期以及工程管理，在满足安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确定后浇带封闭时机，即

上部钢结构球壳安装完成后封闭后浇带，释放上部混凝土结构及钢结构自重产生的楼盖拉

力；

（4）根据施工仿真分析的结果，完成结构设计；

（5）根据设计结果施工，施工中应根据设计的结果留设后浇带，并严格按照要求的时间

节点封闭后浇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整斜柱结构体系中钢筋混凝土楼盖拉力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布置后浇带；斜柱向主体结构内倾斜，在柱顶12.00米标高环梁处，在竖向荷载作用

下斜柱对主体结构产生水平推力，柱底斜柱对地下室顶楼盖分别产生拉力及压力，1-2轴内

侧楼盖为受拉侧楼盖，在楼盖受力相对较小位置，即跨度1/3处设置弧形后浇带，钢筋不贯

通，释放楼盖中拉力；

（2）后浇带封闭时间；根据该工程的施工方案可知，主要有三个可行的方案，封闭后浇

带的时间节点分别为：方案1主体结构完成；方案2上部钢结构球壳安装完成；方案3内外装

修施工完成；

（3）对工程实例进行施工仿真分析，对三种后浇带封闭方案分别计算，对比各模型中受

拉楼盖内力，并经分析得知，该工程斜柱上方混凝土结构楼层较少，主要荷载为上部钢结构

球壳传来，其中第1方案仅释放了上部混凝土结构自重产生的水平力，楼盖内拉力减小很

少；第3方案能最大限度释放楼盖内拉力，但此方案对施工进度及现场管理影响过大，综合

考虑，采用第2方案，即上部钢结构球壳安装完成后封闭后浇带，释放上部混凝土结构及钢

结构自重产生的楼盖拉力；

（4）根据分析结果，进行结构设计调整，根据最终计算结果，完成结构设计，并在相应的

施工图纸中，强调后浇带的封闭时间及做法；

（5）根据设计要求，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完成上部钢结构安装后，封闭该弧形后浇带，

并完成内外装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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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调整斜柱结构体系中钢筋混凝土楼盖拉力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钢筋混凝土结构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斜柱结构体系中钢筋混凝土

楼盖的设计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建筑造型越来越复杂，为了建筑整体的表现效果，

斜柱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建筑结构当中。斜柱不同于传统直柱的受力特点，会在与之相连的

钢筋混凝土楼盖结构内产生水平力，由混凝土的材料特性可知，拉力仅能由楼盖内的钢筋

承担，采用常规的设计施工方法，大大的增加了楼盖内的钢筋用量，造成很大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钢筋混凝土斜柱结构体系与直柱结构体系不同，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力会在柱顶

及柱底产生水平分量，该水平分量由钢筋混凝土楼盖传递，竖向荷载、柱斜率越大，则钢筋

混凝土楼盖内的水平力也越大。常规设计方案是加大楼盖配筋，以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要求，造成为解决楼盖拉力产生的问题而极大的增加了钢筋用

量，是不经济合理的。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斜柱结构体系中混凝土楼盖的设计施工中的不足，提供了一种适

用的设计与施工相结合的方法。该方法可应用于斜柱两侧均有钢筋混凝土楼盖的结构形

式，即在取消受拉侧支承后，不改变斜柱本身的受力特点，且受压侧结构能可靠的将斜柱传

来的水平力传递至基础。本方法采用充分利用混凝土材料性能的思路，通过在斜柱受拉侧

楼盖中设置后浇带，使楼盖中水平力的传递途径由斜柱两侧楼盖共同承担，改为仅由受压

侧楼盖承担，有效的缓解了斜柱结构体系中受拉侧楼盖中由拉力产生的问题。

[0005] 一种调整斜柱结构体系中钢筋混凝土楼盖拉力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确定在楼盖中设置后浇带的位置。在与斜柱相连的楼盖受拉侧，跨中三分之一

部位设置后浇带，后浇带的位置应考虑到要尽量减少对后续施工的影响，后浇带内钢筋不

贯通，后浇带的设置可以改变斜柱两侧楼盖刚度形成的顺序，使受压侧楼盖先于受拉侧楼

盖形成刚度，使楼盖内由斜柱产生的水力主要由受压侧混凝土楼盖承担。

[0007] （2）根据施工方案，分析楼盖后浇带封闭时机，这将影响所释放水平力的大小。一

般的施工顺序为先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之后进行上部附属钢结构的安装、结构受力构件

施工完毕后进行二次结构施工、外立面幕墙施工及室内装修施工。后浇带浇筑时间越晚则

释放的楼盖拉力也就越大，同时对施工组织及施工进度的影响也就越大。根据施工方案、施

工工期等因素，根据不同的后浇带封闭时间节点，列出若干可行的方案。

[0008] （3）施工仿真分析。采用有限元软件，根据第（1）（2）步确定的计算条件，进行施工

仿真分析，对各个方案的结构计算模型进行分析对比，对比结构构件的内力，配筋。综合考

虑钢筋用量、施工工期、工程管理等因素，在满足安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确定最优的后浇

带封闭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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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4）根据施工仿真分析的结果，完成结构设计。

[0010] （5）根据设计结果施工，施工中应根据设计的结果留设后浇带，并严格按照要求的

时间节点封闭后浇带。

[0011] 通过设置后浇带，首先对常规设计无法满足设计要求的结构，通过施工阶段的调

整，减少构件的内力使其能满足设计要求，达到了采用施工方法解决设计问题的一种方法；

[0012] 通过设置后浇带，调整了结构构件的传力途径，减少了楼盖内的拉力，增大了楼盖

内的压力，充分的发挥了混凝土材料的性能。

[0013] 由于释放掉了很大部分的拉力，使结构在使用过程中不易开裂，保证结构在使用

阶段耐久性及美观性。

[0014] 由于拉力的减小，降低了混凝土楼盖中钢筋的配筋量，减少了工程成本，具有较好

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涉及的斜柱结构体系平面图及设置后浇带的位置；

[0016] 图2是斜柱结构体系剖面图，即是图1中的A-A剖面；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0018] 附图标记：

[0019] 1后浇带；

[0020] 2斜柱；

[0021] 3受拉侧楼盖；

[0022] 4受压侧楼盖；

[0023] 5环梁（上部钢结构支座）

[0024] 6上部钢结构球壳。

[0025]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某带有斜柱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为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法进行详细

说明。

[0027] 该实例为一剧场工程，地下一层，钢筋混凝土主体结构高度为34.60m。在剧场入口

大厅处，沿1-2轴环向布置布置的12根斜柱，斜柱柱顶12.00标高处为钢筋混凝土环梁，在该

环梁上设置上部钢结构单层球壳支座，如图1图2所示。

[0028] 对该工程实例调整地下室顶楼盖内拉力的方法如下：

[0029] （1）布置后浇带。斜柱向主体结构内倾斜，在柱顶12.00标高环梁处，在竖向荷载作

用下斜柱对主体结构产生水平推力，在柱底斜柱对地下室顶楼盖分别产生拉力及压力，1-2

轴内侧楼盖为受拉侧楼盖，在楼盖受力相对较小位置，即跨度1/3处设置弧形后浇带，钢筋

不贯通，释放楼盖中拉力。

[0030] （2）后浇带封闭时间。根据该工程的施工方案可知，主要有三个可行的方案，封闭

后浇带的时间节点分别为：方案1主体结构完成；方案2上部钢结构球壳安装完成；方案3内

外装修施工完成。

[0031] （3）对工程实例进行施工仿真分析，对三种后浇带封闭方案分别计算，对比各模型

中受拉楼盖内力，并经分析得知，该工程斜柱上方混凝土结构楼层较少，主要荷载为上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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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球壳传来，其中第1方案仅释放了上部混凝土结构自重产生的水平力，楼盖内拉力减小

很少；第3方案能最大限度释放楼盖内拉力，但此方案对施工进度及现场管理影响过大，综

合考虑，采用第2方案，即上部钢结构球壳安装完成后封闭后浇带，释放上部混凝土结构及

钢结构自重产生的楼盖拉力。

[0032] （4）根据分析结果，进行结构设计设计调整，根据最终计算结果，完成结构设计，并

在相应的施工图纸中，强调后浇带的封闭时间及做法。

[0033] （5）根据设计要求，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完成上部钢结构安装后，封闭该弧形后

浇带，并完成内外装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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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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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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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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