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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
对多层结构框架设计进行了分析探讨，
供大家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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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用建筑的多层框架结构设计中，结构设计师要在

虑到地基土的约束作用,对这样的计算简图,在电算程序总

了解建筑结构设计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认真面对多层框

信息输入中,可填写地下室层数为 1,并复算一次,按两计算

架结构设计中出现的问题：
表现在计算简图不合理、多层框

结果的包络图进行框架结构底层柱的配筋。

架柱配筋调配不合理以及对框架梁裂缝宽度的忽视等问

3 框架柱配筋的调整

题。需要结构设计师在进行民用建筑多层框架结构设计中

框架柱的配筋率一般都很低, 有时电算结果为构造配

注意进行问题的改进，另外还要从多层框架的基础设计上

筋,但是实际工程中均不会按此配筋,因为在地震作用下的

以及多层框架的上部设计来进行改进，保证多层框架的民

框架柱,尤其是角柱,所受的扭转剪力最大,同时又受双向弯

用建筑更加安全、稳定和实用。

矩作用,而横梁的约束又较小,工作状态下又处于双向偏心

1 截面尺寸的选择

受压状态,所以其震害重于内柱,对于质量分布不均匀的框

梁、柱的截面尺寸的选择是框架结构设计的前提,除应

架尤为明显,因此应选择最不利的方向进行框架计算,另外

满足规范所要求的取值范围, 还应注意尽可能使柱的线刚

也可分别从纵、横两个方向计算后比较同一侧面的配筋,取

度与梁的线刚度的比值大于 1, 以达到在罕遇地震作用下,

其较大值,并采用对称配筋的原则,为了满足框架柱在多种

梁端形成塑性铰时, 柱端处于非弹性工作状态而没有屈服,

内力组合作用下其强度要求, 在配筋计算时应注意以下问

节点仍处于弹性工作阶段的目的,即规范所要求的
“强柱弱

题:

梁强节点”
。

角柱、边柱及抗震墙端柱在地震作用组合下会产生偏

2 框架计算简图不合理

心受拉时,其柱内纵筋总截面面积应比计算值增大 25%;框

无地下室的钢筋混凝土多层框架房屋, 独立基础埋置

架柱的配筋可放大 1.2～1.6 倍, 其中角柱 1.4 倍, 边柱 1.3

较深,在 0.05m 左右设有基础拉梁时,应将基础拉梁按层 1

倍,中柱 1.2 倍;框架柱的箍筋形式应选用菱形或井字形,以

输入。以某学生宿舍楼为例,该项目为 3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

增强箍筋对混凝土的约束;对于二、三级框架的底层柱底和

结构,丙类建筑,建筑场地为 ll 类:层高 33m,基础埋深 4.0m

底部加强部位纵筋宜采用焊接, 且当柱纵向钢筋的总配筋

基础高度 0.8m,室内外高差 0.45m。根据《抗震规范》第 6.12

率超过 3%时,箍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8,并应焊接。

条,在 8 度地震区该工程框架结构的抗震等级为二级。设计

另外多层框架电算时常不考虑温度应力和基础的不均

者按 3 层框架房屋计算,首层层高取 3.35m,即假定框架房

匀沉降, 当多层框架水平尺寸和垂直尺寸较大以及地基软

屋嵌固在 0.05m 处的基础拉梁顶面基础拉梁的断面和配筋

弱土层较厚或地基土质不均匀时, 可以适当放大框架柱的

按构造设计。

配筋,且宜在纵、
横两个方向设置基础梁,其配筋不宜按构造

基础按中心受压计算。显然,选取这样的计算简图是不

设置,应按框架梁进行设计,并按规范要求设置箍筋加密区。

妥当的。因为,第一,按构造设计的拉梁无法平衡柱脚弯矩;

4 多层框架民用建筑上部设计的注意事项

第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一 2002)第 7.3.11 条

首先，在抗震设防地区，应注意遵循强柱弱梁、强剪弱

规定, 框架结构底柱的高度应取基础顶面至首层楼盖顶面

弯、
强节点强锚固的设计原则，
一项成延性框架。恰当的运

的高度。工程设计经验表明, 这样的框架结构宜按 4 层进行

用
“强柱弱梁”
的原则可以节约费用，
做到经济实惠；还可以

整体分析计算,即将基础拉梁层按层 1 输入,拉梁上如作用

使楼层的净空高度得到加大；来提高建筑的整体刚度。其

有荷载,应将荷载一并输入。

次，
在框架梁的配筋设计上，
主要在主梁和次梁之间相交的

这样,计算剪力的首层层高为 H1-4—0.8—0.05=3.15m,

地方要增加箍筋和吊筋来保证稳定性。比如，
当梁端的纵向

层 2 层高为 3.35m,层 3、
4 层高为 3.3m。根据《抗震规范》第

受拉钢筋的配筋率大于 2%时，要加大箍筋的最小直径到

6.2.3 条,框架柱底层柱脚弯矩设计值应乘以增大系数 1.25。

至少 2 mm，结构设计师不能忽视这个问题，要根据实际情

当设拉梁层时,一般情况下,要比较底层柱的配筋是由基础

况及时的调整，这也不代表在进行框架计算时荷载取值并

顶面处的截面控制还是由基础拉梁顶面处的截面控制。考

不是越大越好，
要结合各种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设计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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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现浇楼板设计中的注意事项是：
由于楼板通常包括

下承载力不足,为事故的发生埋下隐患。实际上,在结构的整

单向板和双向板，
在普遍情况下，可以运用次梁把楼板变为

体计算中,此柱为偏心受压构件,柱与梁端交接处类似于框

双向板的结构，保证整体的受力合理，配筋的均匀等，双向

架梁、柱节点,应考虑悬臂梁梁端的协调变形。所以对于此

板的厚度一般要薄于单向板。

柱应作为竖向构件参与结构的整体分析, 并且柱与梁端交

5 框架结构设计中应注意的其它问题
在框架结构中不允许采用两种不同的结构型式,楼、电

接处应按框架梁、柱的节点处理。
6 结束语

梯间、局部突出屋顶的房间,均不得采用砖墙承重,因为框架

对于框架结构的内力目前多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来进

结构是一种柔性结构体系,而砖混结构是一种刚性结构。为

行分析和计算, 但是目前有的工程设计人员过分地依赖计

了使结构的变形相互协调,不应采用不同结构混合受力。

算机的计算结果,而缺少独立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致

加强短柱的构造措施: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顶棚可能要

使在一些图纸中出现不必要的问题, 为以后事故的发生埋

吊顶或其它装修,甲方为了节约开支。往往要求柱间填充墙

下隐患。因此本文就多层框架电算结果中梁、
柱的配筋调整

不到顶或者是在墙上任意开门窗洞 12I,这样往往会造成短

和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供了一些改进措

柱,由于短柱刚度大,吸收地震作用使其受剪,当混凝土抗剪

施和方法。

强度不足时,则产生交叉裂缝及脆性错断,从而引起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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