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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层插筋连接预制混凝土空心模
剪力墙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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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 1,2，侯建群 2，任宝双 2

(1.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安全与耐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2.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4)

摘

要：讨论了有限元软件 ABAQUS 中模拟新老混凝土界面的不同方法，建议了有限元界面模型的参数定义方

法，并通过试验验证了其合理性。基于新老混凝土界面模拟方法，对上下层插筋连接的预制混凝土空心模剪力墙
的有限元模拟方法进行了验证。通过恒定轴压力及单调水平力作用下的有限元推覆分析，针对空心模剪力墙的受
力性能进行了关于插筋搭接长度、插筋端头位置、插筋总受拉承载力、后浇混凝土强度和轴压比的参数分析。结
果表明，所采用的新老混凝土界面模拟方法及基于其进行的空心模剪力墙有限元模拟准确、合理；插筋搭接长度
取 1.2 倍锚固长度能够满足要求；增大插筋总受拉承载力可提高墙体承载力，受拉开裂较严重的区域上移并向内
延伸；为充分发挥墙体的承载能力，建议后浇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预制混凝土强度；轴压比较大时，墙体受压损
伤区域增多，影响墙体的承载力稳定性和变形能力，建议在墙体底部增设拉筋及水平分布筋，以改善墙体在较高
轴压比下的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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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SHEAR WALLS WITH PRECAST
CONCRETE HOLLOW MOULDS AND SPLICE REBAR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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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methods in ABAQUS available for simulating the behavior of new and old concrete

interfaces are discussed. Definition methods of surface model’s parameters fo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re
suggested and verified by predicting the existing experimental results.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method of the new
and old concrete interfaces,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of shear walls with precast concrete hollow moulds
and splice rebar connection is verified.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pushover analysis of shear walls under
constant axial loading and monotonic horizontal loading, the parametric study on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the
shear walls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rebar splice length, the total tension capacity of splice rebars, the position of
splice rebar’s top end, the strength of cast-in-place concrete and axial force ratio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dopte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s for the new and old concrete interfaces and shear walls
are reasonable and reliable. The splice length of 1.2 times the anchorage length of splice rebar can satisf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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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requirements. The strength capacity of the shear wall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severe tension crack
zone moves up and extends inwards by increasing the total tension capacity of splice rebars. To assure the
strength capacity of the shear wall, the strength of cast-in-place concrete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that of precast
concrete. The zone of compression damage expands and the stability and deformability of the strength capacity
are affected when the axial force ratio of shear wall is large. It is suggested that more transverse tie rebars or
horizontal distributed rebars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hear wall to improve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shear wall.
Key words: splice rebar; precast concrete; shear wall; ABAQU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在住宅产业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预制装配

不应小于上下层被连接钢筋受拉承载力较大者的

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装

1.1 倍；连接钢筋与墙板内竖向分布筋的搭接长度

配式结构的技术核心是解决连接问题，可从对连接

不小于 1.2 倍的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但已有研究

方式进行创新和通过改变墙体构造避免或简化连

中，缺乏针对连接钢筋搭接长度、总受拉承载力等

接问题两个思路出发来推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的

因素对墙体抗震性能影响的研究，特别对预制混凝

发展。国外针对预制剪力墙的连接方式和受力性能

土空心模剪力墙中的上下层插筋连接，缺乏细致

进行了大量研究

[1―5]

。近年来，国内对采用新型连

研究。

接方式的预制剪力墙也得到较多研究和应用，主要
连接方式包括套筒灌浆[6]、浆锚搭接[7–9]、后浇带连
―11]

接[10

、干式连接[12]等。通过对墙体进行改造，如

采取预留孔洞等方式，可使连接问题简化，这也是
一种解决连接问题的有效途径。比如，叠合板式剪
力墙[13]具有空腔，预制圆孔板剪力墙[14]预留有竖向
孔洞，预制混凝土空心模剪力墙[15

―16]

采用了预留水

平孔及竖向孔的预制墙板(简称“空心模”)(图 1(a))，

(a) 预制混凝土空心模

这些采用新型构造的装配式剪力墙均可解决连接

(b) 空心模吊装

问题。
预制混凝土空心模剪力墙的墙身由预制空心
模和孔内后浇混凝土组成，边缘构件采用现浇形
式，剪力墙竖向分布筋配置在空心模侧壁内，水平
分布筋现场穿设在水平孔内，通过水平孔可实现同
层相邻墙板的拼接；通过在下层墙体预留插筋，吊

种插筋连接与现浇结构中的绑扎搭接不同，插筋与

(c) 上下层插筋连接示意
图 1 预制混凝土空心模剪力墙介绍
Introduction of shear wall with precast concrete hollow
mould

竖向分布筋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属于间接搭接。针

本文以上下层通过插筋连接的预制混凝土空

对装配式剪力墙中的间接搭接，试验研究较少[17]。

心模剪力墙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有限元软件

安徽省地方标准《叠合板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技术

ABAQUS[20] 中新老混凝土界面的模拟方法并对其

规程》[18]规定：“叠合板式剪力墙的上下层竖向连

进行了验证，基于模拟方法对上下层插筋连接的预

接钢筋与预制墙板内纵筋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2 倍

制混凝土空心模剪力墙完成了数值模拟及针对插

锚固长度，上下端头错开距离不应小于 500 mm”。

筋搭接长度、插筋端头位置、插筋总受拉承载力、

北京市地方标准《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19]

后浇混凝土强度和墙体轴压比的有限元参数分析，

规定：“预制墙板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竖向分布

提出了空心模剪力墙上下层插筋连接的设计建议，

钢筋可采用单排连接方式；连接钢筋的受拉承载力

为其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装上层空心模时，插筋插入竖向孔后向孔内浇灌混
凝土的形式实现上下层连接(图 1(b)、图 1(c))。这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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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法向正应力，s 为界面法向新老混凝土相对位
移，ft 为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fc 为混凝土轴心抗压
强度。

1.1 已有研究
在对新老混凝土界面进行模拟时，通常需要界
面剪应力-滑移本构关系。Seible 等[21]根据试验结果
提出了一个各向同性的界面本构，如图 2(a)所示，
Ks0 为界面初始刚度，τ*为界面临界剪应力(即抗剪
强度)，当总的界面剪应力大于 τ*时，界面发生脱离，
*

此时界面抗剪强度降至 βτ ，β 大小取决于界面的粗
糙度和钢筋的销栓抗剪作用，与此同时界面刚度降
至 Kss。赵洁等[22]基于此本构(图 2(b))，对钢板-混
凝土组合加固梁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彭媛媛[23]参照
此模型对带有水平接缝的预制剪力墙进行了模拟，
计算结果均与试验吻合良好。聂建国等[24]根据钢混凝土组合横梁界面受力性能试验提出了三阶段

1.2 模拟方法及其验证
弹簧模型(图 4(a))可用于模拟新老混凝土界面
[22―23,25―26]

性能

。ABAQUS 中提供了线性弹簧和非

线性弹簧单元，可针对界面节点设置弹簧，需输入
弹簧刚度或力-位移关系。非线性弹簧的力 F-两端
相对位移 u 关系示意如图 4(b)所示[20]，F=tA，t 为
界面应力，A 为设置弹簧的节点对应的界面面积，
一般为网格面积，u 大小与界面相对位移 s 相同。
ABAQUS 默认当 u 超出所定义相对位移的最大值
时，保持 F 不变。对新老混凝土界面进行模拟时，
可在同一个界面节点处设置三个弹簧来分别模拟
法向和两个切向的粘结性能。
F

界面受力模型(图 2(c))，第 1 阶段混凝土未开裂，

F4

钢筋未屈服，第 2 阶段混凝土裂缝完全贯通，第 3
阶段钢筋完全屈服，图中 Pc 为新混凝土开裂时的荷

u1

载值，Pu 为界面开始剥离时的荷载值，Pr 为钢筋屈

F1

服时的荷载值，sr 为钢筋屈服时的界面滑移，许铭
等 [25] 基于此模型对水平拼缝的预制钢筋混凝土
剪力墙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分析结果与试验吻合
荷载

良好。

F3
F2
u2 u3 u4

u

(a) 弹簧示意

(b) 弹簧力-相对位移关系
图 4 弹簧模型
Fig.4 Spring model

ABAQUS 中库仑-摩擦模型的界面剪应力 τ-滑

第1阶段

2

移 s 曲线如图 5 所示[20]。软件计算时一般采用罚刚
度法，即认为粘结状态时界面可以发生有限弹性滑
移，κ 为弹性粘结刚度，τcrit 为临界应力，其大小由

(a) 文献[21]模型
(b) 文献[22]模型 (c) 文献[24]模型
图 2 有抗剪钢筋新老混凝土界面模型
Fig.2 Constitutive models of new and old concrete interface
with shear resisting rebar

μp 决定，μ 为摩擦系数，p 为界面法向压应力，当
τ＜τcrit 时，界面处于粘结摩擦(弹性)状态，当 τ＞τcrit
时，处于滑动摩擦(塑性)状态。采用库仑-摩擦模型
时需设置摩擦系数 μ 和最大弹性滑移值，还可设定
界面剪应力最大限值 τmax，当 p 较大导致 τcrit 计算值
很大时，τ 只要达到 τmax 便发生滑动。界面切向定
义为库仑-摩擦模型时，法向一般可定义为硬接触，
即界面完全可以传递压应力，对受拉情况可根据需

Fig.3

图 3 文献[23]界面法向本构
Normal interface constitutive model in Ref. [23]

求设定界面受拉分离或不分离。可见，采用库仑摩
擦模型可对新老混凝土界面切向抗剪性能进行模

对于新老混凝土界面法向，不能直接得到与切

拟，可根据试验结果和相关公式确定模型参数。比

向剪应力-滑移类似的界面本构，只能根据试验得到

如，可根据界面处理方式，参照 ACI 318-11[27]中的

轴拉强度和一些断裂性能，因而在进行有限元模拟

公式确定摩擦系数，取值范围为 0.6~1.4。弹性滑移

时较难考虑。文献[23]采用非线性弹簧对预制剪力

值可根据试验曲线弹性段确定，ABAQUS 中可输入

墙水平缝进行模拟时，法向本构如图 3 所示，σ为

绝对滑移值或滑移值占界面网格特征尺寸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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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MPa/mm 量级以上时计算结果趋于稳定。

(Surface-based cohesive behavior)主要适用于界面厚

2

度可以忽略不计的两个物体之间的粘结作用，由于

1.6

其可定义法向和两个切向的广义应力-相对位移本

1.2

构，因而可用于模拟新老混凝土界面。内聚力模型

0.8

三个方向的应力 t-相对位移 δ 本构的基本形式如图

0.4

6 所示[20]，包括线弹性段和损伤演化下降段。K 为

0

刚度，当三方向界面性能相互独立时，各方向本构

0

0.01

0.02

0.03

0.04

0.05

0

弹性段满足 t=Kδ 关系式。当应力达到峰值应力 t ，
相对位移达到 δ0 时，界面粘结发生损伤，刚度开始
退化，δf 为界面粘结完全破坏时的相对位移。对于

Fig.7

图 7 内聚力模型法向刚度试算
Trial calculation of normal stiffness of cohesive model

ABAQUS 中可以对界面切向同时定义内聚力

各方向独立的内聚力模型，定义时首先需确定法向

模型和库仑-摩擦模型[20]，形成一种混合模型，其

弹性刚度 Knn 和切向弹性刚度 Kss、Ktt，若只需定义

对应的界面切向应力-相对位移关系由两个模型组

法向或切向，可将不定义的方向刚度设为 0；然后

合而成。当内聚力模型处于弹性阶段时，摩擦模型

定义损伤，损伤启动准则选择最大应力准则，输入
法向峰值应力 tn0 和切向峰值应力 ts0 、 tt0 ，即当三个

不工作，界面剪应力仅来源于内聚力模型，当内聚

方向 t/t0 除纯压状态外，其最大值达到 1 时界面即

演化而减小，此时摩擦模型开始工作，产生剪应力。

开始发生损伤，损伤演化形式一般选择线性演化。

摩擦模型的弹性粘结刚度随着内聚力刚度的退化

当三个方向同时定义时，引入有效相对位移 δm，其

按比例增长，从内聚力模型开始损伤到内聚力模型

大小由 δ + δ + δ 确定，δn、δs、δt 为界面法向相

完全退化这一阶段，界面剪应力由两个模型同时提

对位移和两个切向相对位移，定义演化形式时需输
入塑性有效相对位移(简称“塑性位移”) δ mf − δ m0 ，

供，当内聚力模型完全失效后，摩擦模型单独工作。

其中 δ 为峰值有效相对位移， δ 为破坏时有效相

面切向行为时，可根据已有研究建议的界面强度计

对位移，也可输入界面破坏时所耗能量 Gc，易知

算公式确定内聚力模型中的峰值应力及摩擦模型

G c =1 / 2δ f t 0 。

中的摩擦系数，根据试验曲线确定刚度、塑性位移

2
n

2
s

2
t

0
m

f
m

力模型开始损伤，其对界面剪应力的贡献随着损伤

采用内聚力-摩擦混合模型模拟新老混凝土界

等参数。这里以文献[28]研究结果为例来说明相关

τ

参数的确定，式(1)为文献[28]根据试验结果建议的

滑动摩擦

新老混凝土界面在压剪状态下的抗剪破坏强度计

τcrit
κ

算公式，τ0 为峰值应力，fca 为 0.67 倍的新老混凝土

粘结摩擦

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σ0 为界面法向压应力，H

s

图 5 库仑-摩擦模型
Fig.5 Coulomb friction model

图 6 内聚力模型
Fig.6 Cohesive model

为灌砂法得到的界面粗糙度。将式(1)变换为式(2)，
可以看出压剪状态下界面破坏强度包括两项，当界

内聚力模型用于新老混凝土界面模拟时，对于

面粗糙度 H 及新老混凝土强度已知时，第一项为常

切向，弹性刚度、峰值应力及塑性有效相对位移等

数，第二项与界面法向压应力σ0 有关。仅考虑第二

均可根据试验曲线及界面强度计算公式确定；对于

项，进行变换可得式(3)，τ0,f 为压应力摩擦抗剪贡献，

法向，可根据相关建议公式计算峰值应力，法向界

式(3)代入式(2)可得式(4)，可见界面抗剪强度包括

面正应力-相对位移关系类似于混凝土轴拉应力-裂

界面混凝土的直接抗剪和法向压应力作用下的摩

缝宽度关系，可参照混凝土断裂能计算公式确定界

擦抗剪两部分，这与 Eurocode 2[29]中的界面受剪承

面耗能，进而可得到法向的塑性相对位移。界面法

载力计算公式 Vu=cfctdAc+μN+μAsfyd (对于 c 和 μ，当

向弹性刚度理论上接近于无穷大，采用内聚力模

新旧混凝土表面粗糙化处理时 c=0.45，μ=0.7，当为

型，对尺寸为 200 mm×200 mm，法向峰值应力为

齿槽界面时分别为 0.5 和 0.9，表面未处理时分别为

2 MPa，塑性相对位移为 0.05 mm 的新老混凝土界

0.35 和 0.6，Ac 为界面面积，As 为垂直穿过界面的

面模型试算(图 7)，结果表明当法向弹性刚度 Knn 达

钢筋截面面积，fctd 为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f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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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 为界面法向作用力)形式

由图 8 可知，各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相比，曲

相同，仅缺少钢筋由于剪切摩擦产生的抗剪贡献

线上升段一致，但达到峰值应力后，各模型表现不

项。对一般新老混凝土界面，法向应力与混凝土强

同。库仑-摩擦模型表现为滑移持续增大而应力维持

度的比值已知，比如墙、柱轴压比，因而可根据式

不变，内聚力模型峰值后应力逐渐降至零，弹簧模

(3)计算摩擦系数 μ，根据式(4)右端第一项确定内聚

型应力降至试验曲线终点后维持应力不变。内聚

力模型峰值应力。需注意，法向采用内聚力模型时，

力-摩擦混合模型由于达到内聚力应力峰值后，界面

需将其参数与切向的内聚力模型参数一起定义，界

应力由内聚力模型贡献和摩擦模型的贡献按比例

面处于拉剪状态时，切向摩擦模型不工作。

组合而成，导致峰值应力比试验值低，且下降段比

τ0

=0.0726 + 2.06

f ca

σ0
f ca

2

试验曲线缓和，当内聚力完全失效后，应力维持

σ 
− 2.47  0  +
 f ca 

不变。
弹簧模型和内聚力模型可根据试验曲线较准

2

σ 
0.0055H + 0.092  0  H
 f ca 

τ0

(1)

力随法向应力的变化。库仑-摩擦模型可以考虑切向

=(0.0726+0.0055H ) +

f ca

确地模拟界面行为，但二者均不能考虑界面切向应
应力随法向应力的变化，但不能考虑界面粘结滑移

2

 σ0  
σ0
 2.06
+(0.092H − 2.47) 
 

f ca
f ca  



τ 0,f
 σ0 
=2.06 + (0.092H − 2.47) 
=μ
σ0
 f ca 

τ 0 =(0.0726+0.0055H ) f ca + μσ 0

本构的下降段。内聚力-摩擦混合模型可以考虑法向
(2)

应力的影响及混凝土的直接抗剪作用，但峰值应力
偏低。因而，有限元计算时，需根据界面类型、界
面受力状态等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界面模型。

(3)
(4)

采 用 不 同 方 法 对 文 献 [28] 中 界 面 压 应 力 为
2 MPa ， 粗 糙 度 为 2.222 mm ， 界 面 尺 寸 为
150 mm×150 mm，新老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分别
为 44.7 MPa 和 24 MPa 的试件进行模拟。各模型参
数见表 1，计算结果如图 8 所示。

2 有限元模型验证
2.1 试件介绍
对文献[16]中的试件 SWS5 和 SWS6 进行有限
元模拟，以验证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为相关有限
元参数分析做准备。试件 SWS5 和 SWS6 除混凝土
强度、插筋搭接长度和轴压比不同外，其余参数均
相同，试件尺寸及构造如图 9 所示。试件设计轴压

表 1 界面模型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interface models

比 nd、试验轴压比 nt、轴压力 N、插筋搭接长度、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实测值 fcu，钢筋屈服强度 fy

模型名称

参数定义

弹簧模型

力/N：0, 393.19, 282.38；相对位移/mm：0, 0.67, 1.22

和抗拉强度 fu 等参数见表 2。轴压力 N=nd×fc×A/1.2，

库仑-摩擦模型

摩擦系数 3.5，弹性滑移 0.67 mm

fc 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根据预制部分和

内聚力模型

峰值应力 7 MPa，弹性刚度 10.4，塑性位移 2 mm

现浇部分占墙体的体积比例得到试件 SWS5 和

内聚力-

内聚力峰值应力 3.2 MPa，塑性位移 2 mm，

摩擦混合模型

摩擦系数 1.9，弹性滑移设为默认

SWS6 的 混 凝 土 立 方 体 抗 压 强 度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38.1MPa 和 30.3MPa，fc 分别按 C35 和 C30 取值，

0.35

A 为试件截面面积。试验轴压比 nt 由 N/(0.76fcu×A)

0.3

计算。

τ0/fca

0.25
0.2

Table 2

表 2 试件 SWS5 和 SWS6 设计参数
Design parameters of specimens SWS5 and SWS6

0.15

试件

0.1

编号

nd

nt

N/kN

搭接

fcu/MPa

长度/mm 预制 后浇

钢筋强度/MPa
型号

fy

fu

0.05

8(空心模内
0
0

Fig.8

1

2

s/mm

3

4

SWS5 0.3 0.144 1336

420

50

28

SWS6 0.4 0.207 1525

485

36

26

5

图 8 各界面模型计算结果
Calcul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interface models

竖向分布筋)

429 636

8(插筋、箍筋) 474 621
12

523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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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region 功能嵌入到混凝土中。
空心模竖向孔孔壁和边缘构件竖向接缝处的
新老混凝土界面受法向应力影响较小，故选取内聚
力模型进行模拟，而水平孔孔壁和墙体底部受轴向
力影响较大，故选取内聚力-摩擦混合模型。各界面
模型及其参数定义见表 3，其中界面强度及本构参
照文献[28－29, 35]中的计算公式和试验曲线确定。
根据前述内容，表 3 中内聚力模型及混合模型中的
内聚力部分均同时定义法向和切向，对于内聚力摩擦混合模型，需适当增大内聚力峰值应力和塑性
有效相对位移以使混合模型更准确。

Fig.9

图 9 试件 SWS5 和 SWS6 尺寸及构造
Dimensions and detailing of specimens SWS5 and
SWS6

2.2 有限元模型
在 ABAQUS 中将钢筋、预制混凝土和后浇混
凝土独立建模，钢筋采用空间桁架单元 T3D2，混
凝土采用连续实体单元 C3D8R。因地梁经凿毛后与
墙体连接可靠，建模时加载梁、地梁与墙体之间均

表 3 试件 SWS5、SWS6 界面模型及参数定义
Table 3 Interface models and parameters of specimens SWS5
and SWS6
参数定义
界面位置

接触处尽量不产生空隙和穿透，圆形孔建模时采用

竖向孔孔壁
边缘构件接缝
水平孔孔壁
墙体底部

内聚力模型
内聚力摩擦混合模型
内聚力摩擦混合模型

峰值应力/ 塑性位移/ 摩擦
MPa

0
0
0
Kss Ktt tn ts t t

mm

系数

δ mf − δ m0

μ

1×105 10 10 2

1

1

1

—

1×105 1 1 2

1

1

1

0.6

1×105 1 1 2

3

3

10

0.7

2.3 结果对比

等边多边形代替。
钢 筋 采 用 弹 性 强 化 模 型 ， 屈 服 准 则 为 Von

刚度/
(MPa/mm)
Knn

采用 Tie 约束。墙身混凝土网格尺寸约 40 mm，钢
筋按 20 mm 划分单元。为保证预制部分和后浇部分

界面模型

有限元计算的水平力-位移曲线与试验曲线对
比如图 10 所示，对于试件 SWS6，图中绘出了计算

Mises 准则，弹性模量 Es 取 2×105 N/mm2，泊松比

曲线和推拉两个方向的试验骨架曲线。由图 10 可

取 0.3，应力-应变曲线为二折线，屈服后为很平缓

知，计算曲线与试验曲线吻合良好。

中的损伤塑性模型(Concrete Damaged Plasticity)，应

600

力-应变关系根据文献[30]附录 C 确定，将受拉应力-

500

应变曲线的上升段简化为直线，泊松比取 0.2，初
始切线弹性模量及损伤塑性参数参照文献[31－33]
确定。
模型中限制地梁底面及左右两个侧面的平动
自由度。在加载梁顶面及水平力加载面上建立与面
相耦合的参考点，轴压力作用通过对加载梁顶面参
考点施加集中力来实现，水平作用通过对加载面参
考点施加水平位移来实现，采用单调加载，水平目
标位移取 50 mm。

750
600
450
300
150
0
-150
-300
-450
-600
-750

F/kN

700

F/kN

的斜直线，其斜率取 0.01Es。混凝土采用 ABAQUS

400
300
200
100
0
0 10 20 30 40 50 60
Δ/

-40-30-20-10 0 10 20 30 40
Δ/mm

(a) 试件 SWS5
(b) 试件 SWS6
图 10 试件 SWS5、SWS6 有限元与
试验顶点水平力-位移曲线对比
Fig.10 Comparison of predicted top lateral
force-displacement curves and experimental curves for
specimens SWS5 and SWS6

有限元模型中考虑插筋、竖向分布筋与混凝土

采用 ABAQUS 结果中的最大主塑性应变(PE,

的粘结滑移，采用 Spring2 单元模拟切向粘结，粘

Max. Principal)εp,max 云图和受拉、受压损伤因子

结滑移本构选用文献[34]建议的本构，通过定义钢

(DAMAGET、DAMAGEC)dt、dc 云图来表征模型的

筋网格节点与混凝土网格节点之间的耦合关系来

裂缝分布及破坏形态。试件 SWS6 与 SWS5 的破坏

模拟混凝土与钢筋之间的法向握裹。其余钢筋通过

形态完全相同，这里仅给出试件 SWS5 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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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墙体受拉侧边缘构件根部及墙板最大主塑性应变

350
距墙底高度/mm

其与试件试验照片对比如图 11 所示。由图 11 可知，
较大，边缘构件及受拉侧墙板的受拉损伤因子较
大，这些部位对应试件照片中裂缝分布较密集的区
域；受压侧边缘构件根部及空心模底部受压损伤因
子较大，这与试验中发生的边缘构件根部压溃及空

280

140
70
0
0

心模底部局部混凝土外鼓剥离的现象吻合良好。
对于试件 SWS5，有限元计算的当水平力达到
峰值时墙体底部 1600 mm 范围内的水平位移Δ云图
和试验摄影测量结果对比如图 12 所示，计算位移
分布与试验量测所得位移分布基本一致。

试验
有限元

210

5000 10000 15000
ε/10-6

图 13

试件 SWS5 有限元与试验峰值时钢筋应变分布对比
Fig.13 Comparison of predicted and experimental
reinforcement strain distributions at peak point for specimen
SWS5

由上述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可知，

针对试件 SWS5 插筋及竖向分布筋的应变分布，

对于试件承载能力、破坏形态、变形、钢筋应变，

有限元计算的当水平力达到峰值时的应变分布和试

有限元计算结果总体与试验吻合良好，说明所采用

验结果对比如图 13 所示，图中仅给出试件受拉侧的

的有限元模型能够较准确地模拟试验，可用于参数

一组插筋与分布筋的结果对比，可以看出，有限元

分析。

计算结果与试验实测的应变分布规律吻合良好。

3 有限元参数分析
将试件 SWS5 的有限元模型称为模型 1。在此
基础上设计一个无边缘构件的空心模剪力墙作为
模型 2。模型 2 截面如图 14 所示，模型宽 1220 mm，
空心模高 2255 mm，加载高度为 2405 mm，预制和
后浇混凝土强度均为 30 MPa，设计轴压比为 0.3，

(a) 最大主塑性应变

加载梁、地梁构造均与模型 1 相同。以模型 1 和模

(b) 受拉损伤因子

型 2 为基准进行有限元参数分析。

图 14 模型 2 截面设计图
Fig.14 Section drawing of model 2

3.1 插筋搭接长度
(c) 受压损伤因子
(d) 试验照片
图 11 试件 SWS5 有限元与试验破坏形态对比
Fig.11 Comparison of predicted and experimental failure
modes for specimen SWS5
2

2

改变模型 1 与模型 2 中的插筋搭接长度，分别
计算了不同插筋搭接长度及插筋通长设置但空心
模内无竖向分布筋时各模型的顶点水平力-位移曲
线。插筋与竖向分布筋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分别
取实测值 429 MPa、636 MPa。计算结果如图 15 所
示，有限元计算的承载力(即峰值水平力)FFEA 见表
4，la 为插筋锚固长度(计算时不考虑保护层厚度的
有利影响)。为了突出差异，图 15(a)、图 15(d)仅绘
出各曲线存在差异的局部图形。图 15(b)、图 15(e)

(a) 有限元计算结果

(b) 试验结果

图 12 试件 SWS5 有限元与试验峰值水平位移分布对比
Fig.12 Comparison of predicted and experimental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s at peak point for specimen SWS5

所示为模型 1、模型 2 受拉区最外侧插筋(带圆圈标
记)和分布筋的应力分布。
对于模型 1，由表 4 及图 15(a)可知，与搭接长
度取 1.2la 相比，搭接长度为 0.5la 时的顶点水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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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搭接长度对模型承载力的影响
Influence of splice length on model’s load-carrying
capacity
模型 1

搭接长度

350
300
水平力F/kN

Table 4

程

模型 2

FFEA/kN

相对值

FFEA/kN

相对值

0.5la

624.8

0.97

293.9

0.95

1.0la

638.6

0.99

304.4

0.98

1.2la

642.9

1.00

310.0

1.00

1.6la

648.0

1.01

316.8

1.02

661.5

1.03

334.3

1.08

通长

661.5

1.03

334.3

1.08

通长但无预制分布筋

643.3

1.00

308.6

1.00

200
150
100
0

10

20

30

40

50

(d) 模型 2 顶点水平力-位移曲线

1900 mm(模型 1)
1700 mm(模型 2)

250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400
0

10

20

30

40

50

(a) 模型 1 顶点水平力-位移曲线
(e) 模型 2 峰值时钢筋应力分布
2400
2400
2100
2100

搭接插筋(1.2la)
搭接分布筋(1.2la)
无搭接通长插筋

1800
1800

1500
1500
1200
1200
900
900
600
600
300
300

(b) 模型 1 峰值时钢筋应力分布
2700

0
50
-50

2400
2100

150
150

350
350
应力 /MPa

550
550

(f) 模型 2 峰值时钢筋应力分布对比

1800
1500

Fig.15

1200

图 15 改变插筋搭接长度有限元分析结果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considering different
splice lengths

900

位移曲线下降段变陡，模型承载力降低 3%；搭接

600

长度取 1.6la 时，模型承载力提高了 1%；搭接长度

300

取 1900 mm(6.7la)和插筋通长设置时，曲线几乎重

0
-50

合，承载力均比搭接长度为 1.2la 时提高了 3%；插
150

350

550

(c) 模型 1 峰值时钢筋应力分布对比

筋通长设置但空心模内无竖向分布筋时的曲线与
搭接长度取 1.2la 时几乎重合，二者承载力大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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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模型水平力-位移曲线的峰值点位移均相差

500 mm 的规定，此处保持连接上下层的插筋总长

不大。

度不变，插筋端头错开时，插筋按搭接长度为 1.2la

对于模型 1，由图 15(b)可知，搭接长度取 0.5la、

和 1.2la+500 交错设置，插筋端头不错开时，搭接长

1.0la、1.2la 和 1.6la 时，搭接区域内沿高度由下往上，

度均为 1.2la+250，对两种情况下的模型 1 进行有限

插筋应力逐渐减小，竖向分布筋应力逐渐增加，当

元计算，结果如图 16 所示。有限元计算时，插筋

插筋截断后以竖向分布筋受拉为主，应力受截面弯

与竖向分布筋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分别取实测值

矩影响，沿墙体高度向上逐渐减小。搭接长度为

429 MPa、636 MPa。

0.5la，水平力达到峰值时，插筋及其顶端截面处的

由图 16(a)可知，模型 1 插筋端头错开与不错开

竖向分布筋均未受拉屈服，这是模型承载力降低、

时的水平力-位移曲线基本相同，承载力相差为

曲线变陡的主要原因；当搭接长度为 1.0la、1.2la 及

0.4%，与插筋搭接长度均为 1.2la 相比，承载力提高

1.6la 时，插筋及竖向分布筋均能屈服，并且随着搭

约 1%。由图 16(b)可知，插筋端头错开时，受拉区

接长度的增加，插筋的应力整体更大，从根部沿高

最外侧的插筋 1 和与其相邻的插筋 2 的应力分布沿

度向上，插筋屈服段逐渐延伸、加长，这是模型承

其搭接长度表现出不同的分布形式，当插筋端头不

载力随着搭接长度增加也相应增加的主要原因；当

错开时，插筋 1 与插筋 2 应力分布基本一致。总体

插筋通长设置时，底部一定范围内由下向上，插筋

上，插筋按 1.2la 和 1.2la+500 交错设置、插筋搭接

应力略有减小，竖向分布筋应力迅速增大，随后二

长度均为 1.2la+250 及均为 1.2la 三种情况的模型顶

者应力大小相当，沿高度向上的变化规律一致，共

点水平力-位移曲线形状一致，承载力变化很小。

同受力，插筋应力约在 1900 mm 的高度处减小为
零，这是由于此高度处的截面受轴压力和水平力产
生的弯矩的共同作用使插筋由受拉开始转变为受
压导致；对于通长插筋，1900 mm 高度处截面以上
的部分不再受拉，因而搭接长度取 1900 mm 时的模
型顶点水平力-位移曲线、承载力及应力分布均与插
筋通长设置时相同。由图 15(c)可知，当插筋通长设

660

640

620

置但无预制竖向分布筋(即无搭接)时，插筋应力沿
高度向上随截面弯矩的变化而变化，分布曲线与搭
接长度取 1.2la 时的插筋及分布筋应力分布的外轮
廓线基本一致。对于无边缘构件的模型 2，其相应
计算结果表现出的规律及结论与模型 1 完全一致，
说明模型 1 的计算结果合理、可靠。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插筋搭接长度越长，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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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顶点水平力-位移曲线
(b) 钢筋应力分布
图 16 模型 1 插筋端头错开与不错开时的有限元分析结果
Fig.16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of model 1 considering
different positions of splice rebar’ top end

3.3 插筋总受拉承载力

插筋与竖向分布筋共同受力，模型的承载力有所提

保持插筋根数及布置方式不变，采用不同直

高，但当搭接长度到达一定大小(此处对模型 1 为

径、不同强度等级插筋时，插筋总受拉承载力与竖

1900 mm，对模型 2 为 1700 mm)时，水平力-位移

向分布筋总受拉承载力的比值及模型 1 的有限元承

曲线、插筋应力分布均与插筋通长设置时基本相

载力计算值见表 5，此处总受拉承载力等于钢筋总

同，模型承载力不再提高。各模型搭接长度取 1.2la

面截面积与屈服强度的乘积。有限元计算时，插筋

时的水平力-位移曲线与插筋通长但无预制竖向分

强度按强度等级取标准值，竖向分布筋按 HRB400

布筋时几乎重合，承载力大小相当，采用插筋间接

级取标准值，插筋搭接长度按改变后的插筋直径及

搭接的应力分布可以与通长插筋的应力分布等效，

强度等级计算。

这说明搭接长度取 1.2la 可满足要求，钢筋间接搭接

有限元计算的顶点水平力-位移曲线、顶点位移

可与连续钢筋等效。

角为 1/100 时钢筋应力分布及混凝土最大主塑性应

3.2 插筋端头位置

变分布如图 17 所示。由表 5 和图 17(a)可知，随着

针对文献[17]中关于插筋端头应错开不小于

插筋直径增大或强度等级提高，其总受拉承载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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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筋总受拉承载力比值增大，模型的承载力也逐

并保持不变，后浇混凝土强度取 30 MPa、35 MPa、

渐提高，但提高幅度较小，插筋与分布筋的总受拉

40 MPa 和 50 MPa。有限元计算的顶点水平力-位移

承载力比值从 1.17 增大为 2.62 时，承载力仅提高

曲线如图 18 所示，模型承载力统计见表 6。有限元

6%。由图 17(b)可知，插筋应力分布(带圆圈标记)

计算时保持轴压力及插筋搭接长度不变，根据改变

随强度等级或直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分布筋应

后的混凝土强度重新确定插筋与后浇混凝土的粘

力分布无明显变化。由图 17(c)可知，随着插筋总受

结滑移本构关系。
700

700

并向内延伸。

650

650

600

600

水平力F/kN
水平力F/kN

表 5 插筋总受拉承载力对模型 1 承载力的影响
Table 5 Influence of total tension capacity of splice rebars on
load-carrying capacity of model 1

水平力F/kN
水平力F/kN

拉承载力增大，模型受拉开裂严重的区域略有上移

550
500
450
400

插筋与分布筋

插筋规格

有限元承载力计算结果

总受拉承载力比值

FFEA/kN

相对值

HRB335，直径 8 mm

0.98

634.5

0.99

HRB400，直径 8 mm

1.17

639.9

1.00

HRB500，直径 8 mm

1.46

649.8

1.02

HRB400，直径 10 mm

1.82

658.2

1.03

HRB400，直径 12 mm

2.62

676.7

1.06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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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350

3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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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水平位移Δ/mm

0

10 20 30 40 50
顶点水平位移Δ/mm

(a) 预制混凝土强度为 50 MPa (b) 预制混凝土强度为 30 MPa
图 18 模型 1 改变后浇混凝土强度有限元分析结果
Fig.18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of model 1 considering
different strengths of cast-in-place concrete

由图 18(a)及表 6 可知，模型 1 原始后浇混凝土
与预制混凝土强度相差较大，随着后浇混凝土强度
增大，模型承载力及上升段刚度均有所增大，当后
700
700

浇混凝土与预制混凝土强度相同时，模型承载力提
高了 7%，也就是说，如果后浇混凝土的强度低于

水平力F/kN

650
650
600
600
550
550
500
500

预制混凝土的强度，试件的承载能力难以充分发

HRB335,8 mm
HRB400,8 mm
HRB500,8 mm
HRB400,10 mm
HRB400,12 mm

00

挥。由图 18(b)可知，在后浇与预制混凝土强度同为
30 MPa 的基础上，当后浇混凝土强度继续增加时，
模型承载力略有提高，当后浇混凝土强度提高为

10 20
50
20 30
40 50
30 40
10
顶点水平位移 /mm
顶点水平位移Δ/mm

(a) 水平力-位移曲线

50 MPa 时，承载力提高了 5%。综上所述并考虑现
(b) 钢筋应力分布

场后浇混凝土强度的变异性，建议空心模剪力墙后
浇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预制混凝土强度。
Table 6

表 6 后浇混凝土强度对承载力的影响
Influence of strength of cast-in-place concrete on
model’s load-carrying capacity

预制混凝土强度为 50 MPa
后浇混凝土

(c) 位移角 1/100 时混凝土最大主塑性应变云图
图 17 模型 1 改变插筋总受拉承载力有限元分析结果
Fig.17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of model 1 considering
different total tension capacities of splice rebars

3.4 后浇混凝土强度
模型 1 原始预制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为

预制混凝土强度为 30 MPa
后浇混凝土

FFEA /kN

相对值

28

645.5

1.00

30

613.6

1.00

35

660.4

1.02

35

628.9

1.02

40

666.6

1.03

40

634.6

1.03

50

692.1

1.07

50

643.0

1.05

强度/MPa

强度/MPa

FFEA/kN 相对值

3.5 轴压比

50 MPa，后浇混凝土为 28 MPa。在此基础上考虑

改变模型 1 的设计轴压比 nd，计算结果如图 19

两种情况，一种是保持原预制混凝土强度 50 MPa

所示。由图 19(a)可知，随着轴压比增大，承载力逐

不 变 ， 后 浇 混 凝 土 强 度 取 35 MPa 、 40 MPa 和

渐提高，力-位移曲线下降段逐渐变陡。由图 19(b)

50 MPa；另外一种是假定预制混凝土强度为 30 MPa

可知，随着轴压比增大，受压损伤较大的区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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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增大，并由边缘构件底部向墙身内部延伸，导

(5) 轴压比较大时，墙体受压损伤区域增多，

致预制空心模局部受压破坏，影响墙体的承载力稳

空心模局部受压破坏，影响墙体的承载力稳定性和

定性和变形能力，建议在空心模剪力墙底部增设拉

变形能力，建议在空心模剪力墙底部增设拉筋和水

筋或水平分布筋，加强对受压混凝土的约束作用，

平钢筋，改善墙体在较高轴压比下的抗震性能。

改善墙体在较高轴压比下的抗震性能。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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