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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等效模型分析

孙立建，郭宏超，刘云贺，刘　杰
（西安理工大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为得到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简化分析模型，对其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受力性能

进行分析，在明确内填墙板传力特点及裂缝分布的基础上，将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等效为

斜向板带模型，并采用有限元方法对整体模型及不同板带数量的斜向板带模型进行了分析。结果

表明：有限元整体模型的初始刚度及极限承载力均略高于试验模型，峰值荷载之后承载力下降较

小；当板带数＝４～６时，斜向板带模型在加载后期承载力无下降；当板带数＝７～９时，在加载后期

承载力有大幅度下降，极限承载力均略高于试验模型，荷载位移曲线与试验曲线吻合较好；通过对

不同高跨比、内填墙板厚度及混凝土强度的参数扩展分析，确定了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斜

向板带模型板带数的合理取值为≥７，且随着结构高跨比的减小、内填墙板厚度的增加和再生混凝

土强度的提高而适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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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框架内填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因具有抗侧

刚度大，水平承载力高的优点，近年来得到广泛研

究，并逐步应用于工程实际［１］。随着对再生混凝土

研究的深入，文献［２］认为再生混凝土剪力墙可以用

于有抗震设防要求的地区。文献［３］将再生混凝土

墙板用于钢框架结构中，通过对钢框架内填再生混

凝土墙结构的试验研究发现：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

构的承载力、抗侧刚度、延性、耗能能力等与内填普

通混凝土墙结构相差不多，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

具有较好的滞回性能。文献［４５］对钢框架内填钢

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复杂的破坏机理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基于塑性理论的侧向承载力简化计算方

法。文献［６］通过借鉴钢板剪力墙的拉杆模型，提出

了钢框架内填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等效斜压板带

模型，来反映在地震荷载作用下该结构的传力机理，

对混凝土填充墙体的力学简化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文献［３］中的试验模型及研究成果为基

础，通过对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在柱顶水

平荷载作用下的受力性能进行分析，基于再生混凝

土墙的裂缝分布及受力特点，将内填墙板离散成一

系列等宽度的斜压板带，即等效斜向板带模型，并根

据各板带传递荷载的大小，对斜压板带的有效宽度

进行了调整。利用有限元程序ＡＢＡＱＵＳ对钢框架

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整体模型进行了分析，在验

证有限元分析方法可行的基础上，又通过对不同板

带数量斜向板带模型的分析，及不同高跨比、内填墙

板厚度和混凝土强度的参数扩展分析，确定了钢框

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的合

理取值，及板带数量对斜向板带模型荷载位移曲线

的影响。

１　试验概况

试验模型为单层单跨１：３缩尺的钢框架内填再

生混凝土墙结构，试件详细构造见文献［３］。其中，

试件高度为１２００ｍｍ，跨度１０５０ｍｍ；钢框架梁柱

采用栓焊混合连接节点，梁截面为ＨＮ１５０×１００×５×

８，柱截面为ＨＭ１５０×１５０×７×１０，连接螺栓为４根

１０．９级 Ｍ１６高强螺栓，钢材型号均为 Ｑ２３５Ｂ。内

填墙板为再生粗骨料取代率１００％的再生混凝土

墙，混凝土设计强度Ｃ３０，墙板宽、高、厚分别为９００

ｍｍ、１１２５ｍｍ、９０ｍｍ，墙板内布置双层双向Φ６钢

筋网，间距为１２０ｍｍ，在墙板四周设置暗梁、暗柱，

暗梁、暗柱内配置４根Φ８钢筋，箍筋为Φ６钢筋，间

距５０ｍｍ，钢筋型号均为ＨＰＢ３００，墙板配筋见文献

［３］；钢框架与内填墙板的连接件为沿钢框架内翼缘

设置的 Ｍ１６抗剪栓钉，间距为１１０ｍｍ。

２　等效模型

２１　受力分析

在柱顶水平荷载作用下，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

土墙结构受力分析见图１，图中犃、犅、犆、犇为钢框架

对角线编号。

图１　内填墙板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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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向加载时，钢框架沿对角线犃犆缩短对内

填墙板产生挤压作用，沿对角线犅犇 伸长对内填墙

板产生拉伸作用，即内填墙板沿对角线犃犆传递压

力，沿对角线犅犇 传递拉力；反向加载时，受力情况

刚好相反。因再生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远小于其抗压

强度，当内填墙板的主拉应力大于再生混凝土的抗

拉强度时，将沿内填墙板主压应力方向产生剪切斜

裂缝。随着水平荷载的增加，斜裂缝不断扩展直至

沿整个墙面贯通，内填墙板被分割成一系列斜向板

带，水平剪力经由斜向板带主要以压力的形式传递。

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内填墙板的裂缝

分布见图２。由图２及试验分析可知，内填墙板对

角斜向板带传递大部分水平剪力，而远离对角线的

斜向板带传递的水平剪力较少。

图２　内填墙板裂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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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斜向板带模型

在明确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受力特点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等效模型简化。首先把内填墙

５６２孙立建，等：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等效模型分析



板分割成一系列等宽度的对称斜向板带，见图３。

图３中，犺为内填墙板高度，犾为内填墙板宽度，狓犻 为

每条斜向板带的水平向坐标，狔犻 为每条斜向板带的

竖向坐标，犛 为板带宽度，θ为板带倾角，狀ｓ 为板

带数。

图３　斜向板带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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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３可知：

（狀ｓ＋１）·犛＝犾·ｓｉｎθ＋犺·ｃｏｓθ （１）

　　为了反映内填墙板靠近对角线的斜向板带传递

大部分水平力，远离对角线的斜向板带传递小部分

水平力的传力特点，需引入有效宽度系数η来对斜

向板带的有效宽度进行调整。斜向板带有效宽度调

整的思路为：靠近对角线的板带宽度最大，称为主对

角板带，传递大部分水平力；远离对角线的板带宽度

逐渐减小，称为次对角板带，传递的水平剪力也相应

减少。

板带倾角的取值：①根据文献［６］的研究成果可

知，斜向板带倾角θ取４０°～５０°之间时可较好地描

述内填墙板的性能；②由文献［７９］的试验现象可

知，不同高跨比试件的內填混凝土墙板的裂缝均大

致沿４５°方向发展；③本文內填墙板的裂缝多数沿

墙板对角线方向发展，少数大致沿４５°方向，且本文

试件高跨比略大于１，即对角线方向与水平向的夹

角略大于４５°。综合考虑，本文板带倾角θ取４５°。

在正向加载时，－４５°方向的板带承受压力，传递

大部分水平剪力，４５°方向的板带承受拉力，因混凝土

的抗拉强度较小，传递的水平剪力较少；反向加载时，

受力情况刚好相反。为了对斜向板带模型进一步简

化，提出如下假定：①斜向板带只传递轴向荷载，因此

斜向板带两端与钢框架的连接简化为铰接；②为保证

主对角板带传递大部分水平剪力，主对角板带的一端

与梁柱节点相交。简化斜向板带模型见图４。

图４　简化斜向板带模型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ｓｔｒｉｐｍｏｄｅｌ
　

２３　模型参数计算

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较少时，不能较好地反映

内填墙板的性能，板带数较多时，又会使分析过程变

得复杂，因此本文板带数狀ｓ 取值为４～９，以确定板

带数的合理取值及板带数量对斜向板带模型荷载

位移曲线的影响。斜向板带厚度与内填墙板相同，

模型其他参数见表１～２。

表１　板带宽度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ｔｒｉｐｗｉｄｔｈ

犾／ｍｍ 犺／ｍｍ 狀ｓ 犛／ｍｍ 狀ｓ 犛／ｍｍ

４ ２８６ ７ １７９

９００ １１２５ ５ ２３９ ８ １５９

６ ２０５ ９ １４３

表２　斜向板带宽度取值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ｓｔｒｉｐｗｉｄｔｈ

狀ｓ 板带编号 狔犻 η 犛η 板带总宽度

４

１ ３１６ ０．２３ ６５

２ ７２１ ０．５９ １７０

３ １１２５ １．００ ２８６

４ ４９６ ０．３８ １１０

６３１

５

１ ４４９ ０．３４ ８１

２ ７８７ ０．６６ １５７

３ １１２５ １．００ ２３９

４ ５６２ ０．４４ １０６

５ ２２４ ０．１５ ３６

６１９

９

１ １１４ ０．０７ １０

２ ３１６ ０．２３ ３２

３ ５１８ ０．４０ ５８

４ ７２１ ０．５９ ８５

５ ９２３ ０．７９ １１４

６ １１２５ １．００ １４３

７ ６９８ ０．５７ ８２

８ ４９６ ０．３８ ５５

９ ２９３ ０．２１ ３０

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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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１）计算不同板带数下斜向板带的宽度，计

算结果汇总于表１。

斜向板带有效宽度调整系数η按下式计算［６］：

η犻 ＝
狔犻（ ）犺

狀

（２）

式中，狀＝１－
（２８－犳ｃｕ）

２８
为曲线形状系数，犳ｃｕ为混凝

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单位 Ｎ／ｍｍ２，其他符号意义

同前。

因此，各斜向板带的有效宽度犛η犻＝η犻×犛。沿

斜向板带模型的左下角至右上角对各板带依次进行

编号，对各斜向板带的有效宽度进行计算，部分计算

结果汇总于表２（狀ｓ＝４、５、９）。由表２可知，当斜向

板带模型的板带数不同时，其板带总有效宽度相差

不多。

３　有限元分析过程

为验证有限元分析方法的正确性及等效斜向板

带模型对于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适用

性，分别对有限元整体模型及斜向板带模型进行了

分析。有限元整体模型及斜向板带模型（狀ｓ＝４）见

图５，其中，犡 轴表示模型的水平向，犢 轴表示模型

的竖向。

图５　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５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３１　材料模型与参数

钢材采用多线性等向强化模型，屈服强度、抗拉

强度及弹性模量的取值见表３；再生混凝土选用混

凝土损伤塑性模型［１０］，再生混凝土抗压强度实测值

为３２．８ＭＰａ。

表３　钢材材料参数

Ｔａｂ．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ｔｅｅｌ

截取位置
屈服强度

犳ｙ／ＭＰａ

抗拉强度

犳ｕ／ＭＰａ

弹性模量
犈／ＭＰａ

梁翼缘 ２７０．２０ ４０２．３０ ２．０９×１０５

梁腹板 ３０２．６０ ４１３．１０ ２．６４×１０５

柱翼缘 ２６８．３０ ４４７．０５ ２．３４×１０５

柱腹板 ２８３．７５ ４５２．００ ２．５２×１０５

连接角钢 ２６０．２０ ３８６．３５ ２．００×１０５

Φ６钢筋 ２１７．３０ ３４５．５０ ２．５０×１０５

　　再生混凝土单轴受压应力应变关系：

狔＝

犪狓＋（３－２犪）狓
２
＋（犪－２）狓

３ ０≤狓≤１

狓

犫（狓－１）
２
＋狓

狓＞
烅

烄

烆
１

（３）

狓＝ε／ε０

狔＝σ／犳｛
ｃ

（４）

式中：犪为再生混凝土单轴受压应力应变曲线上升

段参数，犫为下降段参数，犳ｃ 为再生混凝土抗压强

度，ε０ 为再生混凝土峰值压应变。

再生混凝土单轴受拉应力应变曲线上升段参

照文献［１１］建议的公式，曲线下降段参照《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１２］建议的公式：

狔＝

犮狓－（犮－１）狓
６ ０≤狓≤１

狓

犱（狓－１）
１．７
＋狓

狓＞
烅

烄

烆
１

（５）

狓＝ε／εｔ

狔＝σ／犳｛
ｔ

（６）

式中：犮为反映混凝土初始弹性模量的参数，犱为混

凝土单轴受拉应力应变曲线下降段参数，犳ｔ为混凝

土抗拉强度，εｔ为混凝土峰值拉应变。

３２　单元选取

整体模型梁、柱、内填墙板等均选用Ｃ３Ｄ８Ｒ实

体单元，钢筋骨架选用Ｔ３Ｄ２桁架单元；斜向板带模

型梁、柱及斜向板带均选用Ｂ２１梁单元。

３３　约束与边界

在试验加载过程中，钢框架与内填墙板之间未

发生相对滑移，两者之间连接牢固，因此整体模型钢

框架与内填墙板的连接设置为绑定约束，梁柱连接

也设置为绑定约束；为防止加载点处应力集中，在荷

载施加平面建立耦合约束；钢筋混凝土采用嵌入式

滑移模型，将钢筋骨架内置于混凝土中，并认为钢筋

与混凝土粘结很好，忽略钢筋与混凝土的相对滑移；

约束模型底部所有自由度，有限元模型见图５（ａ）。

斜向板带模型钢框架与斜向板带之间建立 ＭＰＣ

铰接，钢框架底部设置为Ｕ１、Ｕ２、ＵＲ３＝０（固结），斜

向板带底部设置为Ｕ１、Ｕ２＝０（铰接），见图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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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荷载施加

第一步施加２５０ｋＮ 竖向荷载，第二步施加

２５．０ｍｍ单调水平位移荷载，２５．０ｍｍ为试验加载

结束时的梁端水平位移。

４　结果对比分析

４１　整体模型

有限元整体模型与试验模型单调荷载位移曲

线的对比见图６。

图６　整体模型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ｗｈｏｌｅｍｏｄｅｌ
　

由图６可知：整体模型的初始刚度略高于试验

模型，但随着加载位移的增大，两者之间的偏差在逐

渐缩小；峰值荷载也略高于试验模型，峰值荷载之后

承载力有下降，但降低幅度不大。

有限元结果与试验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原因

分析为：试验模型在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初始缺陷，安

装过程也存在初始缝隙等，而有限元模型各部件、各

部件之间的约束及底部边界等均为理想状态，所采

用的材料属性也不能完全反映材料的真实性能，尤

其在往复荷载作用下，试验加载后期内填墙板混凝

土严重开裂、大面积压碎脱落（图７（ａ）），有限元分

析所采用的混凝土本构属性很难反映这种状态。从

单调荷载作用下混凝土的受拉损伤云图（图７（ｂ））

可以看出，内填墙板沿对角线方向受拉损伤严重，验

证了内填墙板对角斜向板带传递大部分水平剪力。

４２　斜向板带模型

图８（ａ）～（ｂ）分别为试验模型、整体模型及斜向板

带模型狀ｓ＝４～６、狀ｓ＝７～９的单调荷载位移曲线对比。

由图８可知：１）不同板带数的斜向板带模型初

始刚度基本相等，承载能力随板带数的增加而变化，

但变化幅度不大。２）斜向板带模型的初始刚度略

高于试验模型，而与整体模型基本相等。当板带数

狀ｓ＝４～６时，斜向板带模型在加载后期承载能力无

下降；当板带数狀ｓ＝７～９时，斜向板带模型在加载

后期承载力出现大幅度下降，且三者峰值位移基本

相等，峰值荷载高于试验模型，荷载位移曲线与试

验曲线吻合较好。

图７　试件破坏形态

Ｆｉｇ．７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图８　斜向板带模型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８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ｓｔｒｉｐｍｏｄｅｌ
　

８６２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８）第３４卷第３期　



当板带数狀ｓ＝７～９时，通过分析斜向板带模型

的变形曲线（图９），发现斜向板带模型在加载后期

承载力下降的原因为主受压板带产生了较大的屈曲

变形。

图９　斜向板带模型变形图（狀ｓ＝８）

Ｆｉｇ．９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ｓｔｒｉｐｍｏｄｅｌ（狀ｓ＝８）
　

对主受压板带受力分析可知：在正向水平荷载

作用下，主受压板带为两端受压的细长杆，虽然不同

板带数斜向板带模型的斜向板带总有效宽度相差不

多，但主受压板带的有效宽度随板带数的增加而减

小，其受压失稳临界荷载犉ｃｒ也相应减小。随着水平

荷载的持续增加，当主受压板带传递的压力达到其

临界荷载时，会发生受压失稳，产生屈曲变形，导致

主受压板带对结构承载力的贡献逐渐减弱，结构承

载力出现大幅度下降。

４３　偏差分析

当板带数狀ｓ＝４～６时，斜向板带模型的单调荷

载位移曲线在加载后期承载力无下降，因此，只对

有限元整体模型及板带数狀ｓ＝７～９的斜向板带模

型的峰值荷载、破坏荷载与试验模型进行偏差分析，

计算结果汇总于表４。

由表４可知：

１）有限元整体模型的破坏荷载与试验模型偏

差较大，原因为整体模型在加载后期承载力下降较

少，但两者的峰值荷载相差较小。可见，有限元分析

　　

能较好地模拟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在单调

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变化。

表４　偏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对比项目
试验

模型

整体

模型

斜向板带模型

狀ｓ＝７ 狀ｓ＝８ 狀ｓ＝９

峰值荷载／ｋＮ ６１４．３ ６２８．３ ６６９．８ ６５６．４ ６４４．１

偏差／％ — ２．３ ９．０ ６．９ ４．９

破坏荷载／ｋＮ ４６１．３ ６２０．１ ５７３．３ ３９５．７ ４１６

偏差／％ — ３４．４ ２４．３ －１４．２ －９．８

　　２）板带数狀ｓ＝７～９的斜向板带模型的峰值荷

载均略高于试验模型及整体模型，原因分析为：斜向

板带模型是一种桁架模型，以桁架的受力模式传递

水平剪力，因此，当采用混凝土抗压强度作为力学性

能指标时，将会高估试件的抗剪承载力。斜向板带

模型的峰值荷载、破坏荷载与试验模型的偏差随板

带数的增加而减小，且当板带数狀ｓ＝９时，两偏差均

在１０％以内。因此，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

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的合理取值为狀ｓ≥７。

５　参数扩展分析

通过改变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高跨

比、内填墙板厚度及再生混凝土强度等参数，来分析

不同设计参数对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取值的影响。

５１　高跨比

试验模型的内填墙板高度犺＝９００ｍｍ，内填墙

板宽度犾＝１１２５ｍｍ，高跨比犺／犾＝１．１４，参数分析

高跨比参数取值见表５。

表５　高跨比参数

Ｔａｂ．５　Ｈｉｇｈｓｐａｎｒａｔｉ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编号 犺／ｍｍ 犾／ｍｍ 犺／犾

１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７５

２ 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５

不同高跨比下整体模型与斜向板带模型的单调

荷载位移曲线对比见图１０。

图１０　不同高跨比下荷载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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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１０可知：１）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

构的初始刚度和承载力随高跨比的减小而提高，高

跨比从１．２５减小到０．７５时，试件承载力提高约

２０％。２）当高跨比＝０．７５，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

狀ｓ＝９时，加载后期承载力有下降；当高跨比＝１．２５，

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狀ｓ≥６时，加载后期承载力均

下降。可见，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斜向板

带模型板带数的合理取值随高跨比的减小而适当

增加。

５２　墙板厚度

试验模型的内填墙板厚度为９０ｍｍ，参数分析

内填墙板厚度犜犐犠 取７０ｍｍ和１１０ｍｍ。

不同内填墙板厚度下整体模型与斜向板带模型

的单调荷载位移曲线对比见图１１。由图１１可知：１）

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初始刚度和承载力

随内填墙板厚度的增加而提高，墙板厚度每增加２０

ｍｍ，试件承载力提高１０％左右。２）当墙板厚度＝７０

ｍｍ，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ｎｓ≥６时，加载后期承载力

均下降；当墙板厚度＝１１０ｍｍ，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

ｎｓ≥８时，加载后期承载力有下降。可见，钢框架内填

再生混凝土墙结构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的合理取值

随内填墙板厚度的增加而适当增加。

图１１　不同内填墙板厚度下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
　

５３　混凝土强度

试验模型的再生混凝土强度为Ｃ３０，参数分析

混凝土强度取Ｃ２０和Ｃ４０。

不同混凝土强度下整体模型与斜向板带模型的

单调荷载位移曲线对比见图１２。由图１２可知：１）

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承载力随混凝土强

度的提高而提高，混凝土强度从 Ｃ２０提高到 Ｃ４０

时，试件承载力提高约１０％。２）当混凝土强度＝

Ｃ２０，斜向板带模型板带数狀ｓ≥６时，加载后期承

载力均下降；当混凝土强度＝Ｃ４０，斜向板带模型

板带数狀ｓ＝９时，加载后期承载力有下降。可见，

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斜向板带模型板带

数的合理取值随再生混凝土强度的提高而适当

增加。

图１２　不同混凝土强度下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ｇｒａｄｅｓ
　

６　结　论

１）有限元分析的初始刚度略高于试验结果，随

着加载位移的增大，两者之间的偏差逐渐缩小；峰值

荷载也略高于试验结果，峰值荷载之后承载力下降

较小。可见，有限元分析能较好地模拟钢框架内填

再生混凝土墙结构在单调荷载作用下的整体性能。

２）斜向板带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单调荷载作用

０７２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８）第３４卷第３期　



下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受力性能，其初

始刚度略高于试验模型，与有限元整体模型基本相

等。当板带数狀ｓ＝７～９时，加载后期承载力出现大

幅度下降，峰值荷载高于试验模型，荷载位移曲线

与试验曲线吻合较好。

３）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高跨比、内

填墙板厚度对结构的初始刚度和承载力有较大影

响，高跨比从１．２５减小到０．７５、墙板厚度从７０ｍｍ

增加到１１０ｍｍ时，承载力提高约２０％；再生混凝

土强度从Ｃ２０提高到Ｃ４０时，承载力提高约１０％。

４）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斜向板带模

型板带数的合理取值为狀ｓ≥７，且随着结构高跨比

的减小、内填墙板厚度的增加和再生混凝土强度的

提高而适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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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孙立建，等：钢框架内填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等效模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