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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结构施工图设计软件 YJK-D 可进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梁、柱、剪力墙、楼板的结构

施工图辅助设计。

结构施工图设计软件是 YJK 设计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功能是辅助用户

完成上部结构各种混凝土构件的配筋设计，并绘制施工图。该软件包括梁、柱、墙、板

四个子模块，用于处理上部结构中最常用到的四大类构件。四个模块功能相近，风格统

一，设计思路近似。

结构施工图设计软件是 YJK 软件的后处理模块，需要接力其它 YJK 软件的计算结果

进行设计。梁、柱、墙施工图模块除了需要建模模块生成的模型外，还需要接力盈建科

上部结构设计软件生成的内力与配筋面积信息才能运行。

梁、柱、墙模块的设计流程相同，步骤都是划分钢筋标准层、构件分组归并、自动

选筋、钢筋修改、施工图绘制、施工图修改。其中必须的步骤包括划分钢筋标准层、构

件分组归并、自动选筋、施工图绘制，这些步骤软件会自动执行，用户可以通过修改参

数控制执行过程。用户可以在自动生成的数据基础上进行钢筋修改和施工图修改。

钢筋标准层的概念是构件布置相同、受力特点类似的数个自然层可以划分为一个钢

筋标准层，每个钢筋标准层只出一张施工图。建模时使用的标准层被称为结构标准层，

它与钢筋标准层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同一结构标准层内的自然层的构件布置与荷

载完全相同，而钢筋标准层不要求荷载相同，只要求构件布置完全相同。二是结构标准

层只看本层构件，而钢筋标准层的划分与上层构件也有关系，例如屋面层与中间层不能

划分为同一钢筋标准层。梁、柱、墙各模块的钢筋标准层是各自独立设置的，用户可以

分别修改。

对于几何形状相同、受力特点类似的构件，通常做法是归为一组，采用同样的配筋

进行施工。这样做可以减少施工图数量，降低施工难度。各施工图模块在配筋之前都会

自动执行分组归并过程，分在同一组的构件会使用相同的名称和配筋。

归并完成后，软件进行自动配筋。软件选配钢筋时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和构造手册的

要求，具体配筋技术条件在本书各章中详细说明。程序提供多种手段供用户修改和调整

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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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按照 2016 年 10 月发布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6G101《混凝土结构施工图

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自动绘制施工图纸。钢筋修改等操作均在平法

图上进行。

软件使用 YJK 自己开发的图形平台绘制施工图。绘制成的施工图后缀为.Dwy，统一

放置在工程路径的“\施工图”目录中。已经绘制好的施工图可以在各施工图模块中再次

打开，重复编辑。施工图模块提供了编辑施工图时使用的各种通用命令（如图层设置、

图素编辑等）和专业命令（如构件尺寸标注、层高表绘制等）。

软件提供了 Dwy 图转 AutoCAD 图的接口，熟悉 AutoCAD 的用户可以将软件生成的

图形文件转换成 AutoCAD 支持的 dwg 图进行编辑。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结构施工图模块的通用菜单，通用菜单进行结构模板

图的绘制。第二至五章分别介绍板、梁、柱、墙模块的功能特点、技术条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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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用编辑及通用工具
一张平法施工图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平法底图和平法标注。盈建科软件使用统一的

模块完成平面底图的绘制，底图的编辑和参数设置也是使用通用菜单来完成的。本章阐

述这些通用菜单的使用方法。

在板、梁、柱、墙、基础每个模块的菜单中，左边的 4 个按钮都是用于平面模板图

绘制的。这四个菜单包括：(1)“设置”，用于进行图层及字形等功能的设置；(2)“标注

轴线”，提供轴线的交互编辑功能；(3)“标注尺寸”，用于标注各种构件的尺寸及其与

轴线的相互关系；(4)“插入”，提供一些施工图中常用的基本元素的交互添加，如层高

表、图名、图框等。

图 1.1 通用编辑菜单

施工图各模块的右下角的工具栏中，还有一些常用的图素编辑命令，本章还将对这

些命令按钮进行说明。

第一节 基本设置

各施工图模块 Ribbon 菜单中的第一个菜单均为“设置”。在这里程序提供了面向用

户的设计参数管理器，用户可以在出图前到这里修改各种图素所在的图层及文字样式等

内容。该菜单中包含八个按钮：“底图图层设置”、“专业图层设置”、“文字设置”、

“底图参数设置”、“钢筋符号代替”、“自定义钢筋”、“钢筋编辑设置”和“自定

义选筋库”，分别用于控制底图图层、控制各专业绘制的标注图层、设置施工图中各种

文字的样式、控制底图绘制的构件开关及填充、设置平法标注中的钢筋符号、平法标注

中的钢筋标注修改方式、梁施工图用户定义选筋表格内容设置。这些设置用于控制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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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其修改对当前图无效，只有修改后绘制新图才有效。如果需要修改已绘制图形中

的图层属性及文字样式，请使用平台提供的通用图层编辑对话框和文字样式编辑对话框。

图 1.1.1 设置菜单

在施工图的右下侧工具栏中有一些通用的图形编辑功能，本章中一并介绍。

各工程的图层、线型、文字样式等信息保存在工程路径下的“DSevData.xml”文件

中。各施工图所用的底图绘制参数保存在“Plan_*Set.csv”中，其中*代表施工图模块，

例如 Plan_SlabSet.csv 为板施工图模块使用的底图参数文件，Plan_BeamSet.csv 文件

为梁施工图模块使用的底图参数文件。各施工图模块所用的配筋参数文件保存在

“DrawSet_*.csv”文件中，其中*也是施工图模块的名称。XML 文件是可扩展标记语言

文件，CSV 文件是逗号分隔的表单文件，这两种文件均为文本格式，高级用户可以不使

用软件中的交互功能，手工编辑这两个文件。用户也可以删除这两个文件。如果一旦删

除，软件将使用默认的相关信息，重新生成这两个文件。安装时，软件会在用户配置目

录中增加这两个文件作为软件的默认配置文件。用户配置目录依操作系统不同略有差别，

WinXP 系统是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yjkSoft\YJKSx.x”中，Win7 系统是在“C:\ProgramData\yjksoft\YJKSx.x”中。

注意最后一级目录“YJKx.x”中的“x.x”代表的是盈建科软件的版本号，1.4版为“YJKS1.4”，

1.5 版为“YJKS1.5”，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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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图模块中，各参数设置及图层设置对话框中都有【设成默认】按钮和【恢复

默认】按钮。所有这些按钮的功能都是相同的，其中【设成默认】按钮是把工程目录下

的两个配置文件拷贝到用户配置目录下作为默认配置文件，【恢复默认】按钮是把用户

配置目录下的默认配置文件拷贝到当前工程目录下作为本工程的配置文件。这两个按钮

会影响所有施工图模块的图层、文字设置及字形设置。

一、底图图层设置

单击该按钮，会显示如下图所示的【底图图层设置】参数对话框。该对话框中包括

了底图中可能绘制的各种图素所使用的图层、颜色、线型、线宽。该对话框包括了各施

工图模块底图绘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构件。用户可以通过修改此参数对话框，对施工图

底图的生成过程进行控制。

该表格共分 6 列，分别说明如下：

(1)“序号”列表示该列在参数文件中的序号，用户可以不必关心；

(2)“用途”列表明了该列画法用于哪种构件的绘制；

(3)“层名”列表示画法使用的图层名称，图层的其他属性，如颜色、线型、线宽等

可以在“图层管理”对话框中查看和修改。

(4)“颜色”列表示画法使用的颜色。文字显示“(随层)”的表示图素的颜色与图层

颜色一致，设置其他颜色的话，会为此画法绘制的每个图素单独设置颜色，该颜色不随

图层颜色变化而变化。

(5)“线型”列表示画法使用的线型名称，线型的具体属性可以在“线型管理”对话

框中查看和修改。线型名称后带“(随层)”字样的为线型与图层线型一致，无“(随层)”

字样的，绘图时会将此线型单独设置到每个图素上。

(6)“线宽”列表示画法使用的线宽。线宽名称后带“(随层)”字样的为线宽与图层

线宽一致，无“(随层)”字样的，绘图时会将此线宽单独设置到每个图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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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底图图层设置

当用户修改绘图设置参数后，修改后的参数只对当前工程有效，如果用户需要将此

套参数作为默认参数，只需要点击【设成默认】按钮，新建的工程就能重复使用这套参

数，而别的老工程也可以通过点击【恢复默认】按钮，使用这套数据。注意，恢复默认

和设成默认是对本工程所有施工图模块的参数都起作用。也就是说，即使在梁施工图模

块“绘图设置”中使用恢复默认，同样也会把墙、板、柱、基础的施工图参数恢复成默

认，同理，设成默认也会，将本工程的各施工图模块的参数设置设成默认设置。

二、专业图层设置

“设置”菜单中的第二个按钮是各施工图模块中使用的画法设置。各模块绘制的内

容不同，所使用的画法也不同。下面几张图中分别列出了板、梁、柱、墙、基础等模块

使用的专业图层设置对话框。这些对话框仅内容与底图图层设置对话框不同，其他如各

按钮用法、表格各列含义等均与底图图层设置对话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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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板图层设置

图 1.1.4 梁图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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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柱图层设置

图 1.1.6 墙图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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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层管理对话框

上述各画法设置对话框中“层名”列显示的图层名称均从预定义的图层表中读取。

要查看和编辑图层表，需要使用“图层管理”对话框。该对话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调出：

通过点击图层设置中“图层管理”对话框。

图 1.1.7 进入“图层管理”

图层管理对话框如下图所示，该对话框用于编辑在构件画法中使用的各种预定义图

层。

图 1.1.8 图层管理

四、线型设置对话框

与图层类似，构件画法中的线型也是从预定义的线型表中读取的，通过图层设置中

的“线型管理”按钮可以进入线型设置对话框，查看和编辑预定义的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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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线型设置

上图对话框中，“线型名称”列就是在图层管理对话框中显示的线型；“线型描述”

列是由多个数描述的线型样式，其中正数代表落笔，负数代表抬笔，0 代表点；“线型说

明”列用各种符号形象的表达了该线型画在图面上的样子。

盈建科软件的线型描述完全兼容于 AutoCAD 等主流绘图软件。点击右下角的“加载”

按钮，可以从 AutoCAD 格式的*.lin 线型文件中加载线型。选好文件后，会弹出如下图所

示的对话框，显示在文件中定义的所有线型。使用【Ctrl】或【Shift】键可以同时选中表

中的多行。点击“确定”按钮后，所有被选中的行都会加入“线型设置”表中。

图 1.1.10 加载或重载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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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字设置

基本设置项的第三项菜单按钮是【文字设置】，主要功能是设置施工图各种文字标

注的字体和尺寸。点击该按钮，首先弹出的是字体样式选择的对话框。该对话框中重要

的只有两列：“标注类型”表明文字的用途，“样式选择”表明该种用途文字所使用的

文字样式。

图 1.1.11 字体样式选择

与图层、线型设置等功能类似，“样式选择”列中只显示文字样式名称。要查看和

修改预定义的文字样式，需要使用右侧的“样式定义”按钮调出字体样式定义对话框进

行修改（如下图所示）。软件支持形文件和 TrueType 两种字体格式，其中形文件只能

从列表中选择，列表中的字体为软件安装目录下的Fonts文件夹中含有的全部*.shx文件。

图 1.1.12 字体样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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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注样式设置

在通用设置下增加尺寸标注样式的设置，放开由用户对平法图中的尺寸标注样式进

行设置，可以设置尺寸标注线、箭头样式、标注中的文字样式及颜色等。设置完后，在

各个构件的平法图绘制中均会使用该设置下的标注，该标注的设置是针对 1:100 的绘图

比例进行设置的，当平法图的绘图比例发生变化时，标注样式会自动根据比例进行调整。

七、底图参数设置

各模块绘制的内容不同，所使用的底图可能不同。板、梁、柱、墙、通用工具等模

块使用的不同的底图参数控制。设置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1.1.13 图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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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用底图参数设置中增加轴网尺寸标注的间距控制参数，可以控制轴网尺寸标注

距离外轮廓的距离、以及各道轴网间的间距等。

各个参数在平面图中的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梁截面尺寸按梁跨标注】：控制模板图中梁截面的标注形式，不勾选时梁截面按

照梁段进行标注，勾选后梁截面标注位置按照梁跨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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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绘制中梁与梁相交打断方式】：该参数中梁梁相交处梁线的绘制形式，选项

有三个，（1）都打断，即只要是梁与梁相交处的梁线都按照打断的形式处理；（2）框

梁不打断，非框梁打断，即程序判断框梁属性的梁线使用连续线绘制，非框梁的梁线在

梁梁相交处被截断；（3）梁高的不打断，梁矮的打断，即程序根据梁高来判断梁线是否

在相交处被截断。

八、钢筋符号代替

梁、柱、墙模块下均可以设置钢筋符号，该设置是用来替换平法标注中的钢筋符号

的表示。设置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1.1.14 钢筋符号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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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钢筋编辑设置

施工图中各个模块下的钢筋标注进行修改时，只要是钢筋相关的项，在修改时除了

直接手动输入外，还可以通过右侧的选项列表进行直接选择，右侧弹出的下拉框中会根

据原实配钢筋面积给出相应误差范围的其他选项供用户选择，如下图所示。

图 1.1.15 钢筋编辑修改对话框

该修改对话框的启动关闭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在设置菜单下的【钢筋编辑设置】

中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第二种：在钢筋编辑时弹出的对话框的左上角单击【菜单】——【设置】，弹出的对

话框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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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两种方式外，关闭后还可以通过命令行中输入 dtlrc_startbaredit 命令重新启

动。

在钢筋设置对话框中有主筋面积、箍筋/楼板钢筋面积减小或增大百分比，该参数控

制的是备用选项中可能会出现的钢筋组合面积与原实配面积的差值，只有符合的才会在

列表中列出。

十、自定义选筋库

对于纵筋选筋新增了用户自定义选筋的选项，用户可以通过修改自定义选筋库实现

对选筋结果的调整。自定义选筋库的调用方式有两种，第一种直接在菜单上打开自定义

选筋库，第二种在【通用编辑】->【设置】下点击自定义选筋库。

图 1.1.16 调用自定义选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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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自定义选筋库的界面上对不同类型梁的选筋库进行钢筋修改，也可以通

过“导出至 Excel 编辑”功能将当前表格导出在 Excel 中编辑修改，再通过“导入 Excel

文件”功能将修改后的表格内容导入。该表格的默认保存路径是工程路径下的“施工图

设置”文件夹->“自定义选筋表格”中名称为“CustomSteelReinforceMentLibrary.ydb”

的文件。该文件可以修改名称另存并在其他工程中使用，此时需要通过“导入用户钢筋

库”的功能来实现。修改完后“保存修改”，然后重选钢筋，即可实现按照修改后的钢

筋进行选筋结果的调整。

图 1.1.17 用户自定义选筋表格

十一、自定义钢筋

针对客户提出的需求，在施工图选筋时增加自定义直径的钢筋，即钢筋直径不同于

中美欧三种钢筋直径库中的所有钢筋直径，故软件增加自定义钢筋功能。菜单位置如下

图所示：

图 1.1.19 自定义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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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操作说明如下：

1) 上部结构建模结束，进行数检进入前处理后，模型文件夹中自动生成“施工图

设置”文件夹，文件夹中自动生成

“CustomSteelReinforcementInformation.json”文件，见下图：

2) 对“CustomSteelReinforcementInformation.json”文件进行编辑，文件默认

格式及参数见下图：

图 1.1.20 自定义钢筋参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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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之后进行保存。

3) 在梁、柱、墙施工图“设置”菜单中增加“自定义钢筋”菜单（目前还不支持

板施工图），在菜单中对自定义钢筋直径进行设置，设置菜单见下图：

菜单中分为三项，“自定义钢筋”，“梁纵筋”，“梁箍筋”，柱及墙施工图类似。

自定义钢筋类别中自动读取“CustomSteelReinforcementInformation.json”文件

中用户自己定义的钢筋库名字，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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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纵筋”中，首先勾选“使用自定义钢筋”，然后在需要替换钢筋直径

的钢筋型号后面输入自己定义的钢筋库的名字，即完成设置。

4) 打开“梁施工图”-“参数”-“框架梁选筋参数”、“非框架梁选筋参

数”，此时选筋库中钢筋直径就变成用户自定义的钢筋直径，进行绘图也会使

用这些钢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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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施工图标注

施工图底图中除了需要绘制楼层中的各种构件外，通常还需要绘制其他的图素。常

需增加的图素包括轴线、构件尺寸、图框、层高表等。在盈建科施工图中，这些额外图

素通常不会自动绘制，而是通过菜单命令交给用户交互增加。在施工图模块左上角有三

个菜单进行这些工作，分别为【标注轴线】、【标注尺寸】和【插入】。

一、标注轴线

图 1.2.1 标注轴线菜单

该下拉菜单用于轴线标注。包括“交互标注”、“逐根点取”、“弧长”、“角度”、

“半径”等 5 个命令。

1、自动标注

安装用户设定，用于自动标注轴线。

图 1.2.2 自动标注轴线

2、交互标注轴线

交互标注轴线命令用于一次标注一批彼此平行的轴线。该功能的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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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需要标注的起止轴线，要求轴线必须平行，程序自动识别起止轴线间的轴线；

(2)挑出不标注的轴线，程序标注时忽略不标注的轴线；

(3)指定标注位置；

(4)指定引出线长度。

交互标注的最终结果如图所示。

图 1.2.3 交互标注轴线

3、逐根点取

可每次标注一批平行的轴线，但每根需要标注的轴线都必须点取，按屏幕提示指示

这些点取轴线在平面图上画的位置，这批轴线的轴线号和总尺寸可以画，也可以不画。

标注的结果与点取轴线的顺序无关。逐根点取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1.2.4 逐根点取标注轴线

4、标注弧长

该命令用于标注弧轴线的长度。操作步骤如下：

(1)指定起止轴线（圆弧网格两端轴线），程序自动识别起止轴线间的轴线，并用轴

线的颜色显示；

(2)指定标注位置；

(3)指定引出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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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注角度

该命令用于标注弧轴线的角度。操作步骤如下：

(1)指定起止轴线（圆弧网格两端轴线），程序自动识别起止轴线间的轴线，并用轴

线的颜色显示；

(2)指定标注位置；

(3)指定引出线长度。

6、标注半径

该命令用于标注弧轴线的半径。操作步骤如下：

(1)指定弧网格；

(2)指定标注位置；

二、标注尺寸

标注构件分为手动标注和自动标注两类，其中手动标注指由用户选择要标注的构件

进行标注的过程，选择构件的同时也指定了标注位置；自动标注指由程序自动计算标注

位置，并对平面图中所有该类型构件进行标注的过程。标注菜单如图所示。

图 1.2.5 标注构件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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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尺寸、柱尺寸、墙尺寸

三个菜单分别为标注梁截面宽、柱截面、墙厚与轴线的相对位置。

以梁尺寸为例说明：移动光标至所要标注尺寸的梁（不与图上其它尺寸交叉的位置），

点击左键，则图面上自动标注出该梁的尺寸及轴线的相对位置，继续移动光标可标注其

它梁，按【ESC】或鼠标右键退出。结果如图所示。

图 1.2.6 标注梁尺寸

2、注板厚

标注房间现浇板厚度，不能标注预制板。设置了两个菜单：板厚和自动注板厚。

（1）手动标注

板厚菜单是手工逐个房间标注板厚，选择需要标注的房间，屏幕上将显示该房间的

楼板厚度，再指定标注位置即可，结果如图所示。

图 1.2.7 标注板厚尺寸

（2）自动标注

自动注板厚菜单将自动标注所有房间的板厚，默认标注位置在房间形心。

3、注墙洞口

标注墙洞口与洞口所在网格两端点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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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选择需要标注的墙段（单个或多个相连的墙段），程序用红色线段显示所选择

的墙段，如果多个相邻墙段全长开洞，程序能自动识别并进行标注；

(2)指定标注位置；

(3)指定引出线长度。

结果如图所示。

图 1.2.8 标注墙洞口尺寸

图 1.2.9 连续标注墙洞口尺寸

4、注板洞口

标注楼板洞口与布置时所在节点的相对位置，

操作步骤：

(1)选择需要标注的房间，程序自动搜索房间内的洞口，对每个洞口分别进行标注；

(2)指定标注位置；

(3)指定引出线长度。

结果如图所示。

图 1.2.10 标注板洞口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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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梁截面、柱截面、墙厚

这几个菜单用文字方式标注梁截面尺寸信息、柱截面尺寸信息或墙厚信息。分别设

置了逐个标注和全部自动标注两个菜单，分别为“梁截面”和“自动注梁截面”，“柱

截面”和“自动注柱截面”，以及“墙厚”和“自动注墙厚”。以梁为例说明：

（1）手动标注

移动光标至所要标注截面的梁（不与图上其它尺寸交叉的位置），点击左键（选择

构件的同时也确定了标注位置），则图面上自动标注出该梁截面尺寸信息，继续移动光

标可标注其它梁，按【ESC】]键或鼠标右键退出。结果如图所示。

图 1.2.11 标注梁截面尺寸

（2）自动标注

默认标注位置在梁中部，左上方，对平面图中所有梁进行标注。

6、标注字符

指注写构件文字信息，标注内容由用户输入，可以选择是否同时标注构件尺寸，菜

单有【注梁字符】、【注柱字符】和【注墙字符】三种。以【注梁字符】为例说明：

(1)输入标注内容，可以选择是否同时标注构件尺寸；

(2)选择相应构件；

(3)指定标注位置。

图 1.2.12 标注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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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连续标注多个构件，结果如图所示。

图 1.2.13 标注梁字符

三、插入

图 1.2.14 插入菜单

1、层高表

图 1.2.15 层高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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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该命令后会弹出如上图所示层高表定义对话框，程序自动获取当前工程的楼层

信息，可以在该对话框中完成以下各项设置：

本图代表楼层：即插入到的平面图中所对应表达的自然层关系，勾选代表楼层后在

绘制层高表时会在代表楼层下方用加粗的线进行示意；

底部加强层：选择底部加强层的楼层，完成层高表中底部加强区的范围标注；

标高下降：如果建模时使用的标高未扣除建筑面层，可以在此处统一设置标高下降

值，保证楼层表中示意的标高为结构标高；

嵌固端所在位置的定义及标注；

混凝土强度等级是否在楼层表中表示，并且是各个构件单独标注，还是选择“自动

合并”，程序对竖向构件与水平构件合并后标注。

确定后指定插入点，完成下图所示层高表的绘制。

图 1.2.16 层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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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面标高

是在施工图的楼面位置上标注该标准层代表的若干个层的各标高值，各标高值均由

用户键盘输入（各数中间用空格或逗号分开），再用光标点取这些标高在图面上的标注

位置，输入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 1.2.17 楼面标高对话框

3、图框

图框设置对话框如图：

图 1.2.18 插入图框

软件根据对话框中填入的图纸号、放置方式及加长、加宽长度自动计算所绘图框大

小，由用户指定图框插入位置。

4、图名

指标注平面图图名。图名内容由程序自动生成，主要包含图名、楼层号及绘图比例

信息，用户可指定标注位置，标注图名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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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9 标注图名

在不同的施工图模块中点取标注图名菜单，将生成该施工图模块对应的图名名称。

即在楼板施工图菜单下的图名为“板平法施工图”；梁施工图菜单下为“梁平法施工图”；

柱施工图菜单下为“柱平法施工图”；剪力墙施工图菜单下为“剪力墙平法施工图”；

基础施工图菜单下为“基础平法施工图”。

5、参数表

绘制当前模块(梁、柱、墙、基础)施工图参数表。如下图所示：

图 1.2.20 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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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钢筋表

由用户自行输入钢筋的规格长度、根数、重量等信息，自动生成一个钢筋统计表格。

如下图所示：

图 1.2.21 钢筋表

第三节 模板图绘制及全楼钢筋用量

在“通用工具”菜单中，软件提供了绘制构件布置模板图及统计全楼钢筋用量的功

能。

图 1.3.1 通用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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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板图

模板图选项：控制标注选项及是否输出 DWG 图形文件和 PDF 图形文件。批量输出

时输出全楼各层的构件布置模板简图。模板图的绘图比例由该对话框上的绘图比例单独

控制。

图 1.3.2 模板图选项

图 1.3.3 模板图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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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楼钢筋用量

钢筋用量统计选项：控制钢筋用量统计的构件类别，不选择不统计。板、梁、柱、

墙的钢筋统计程序会自动统计，不需要单独统计。

图 1.3.4 钢筋用量统计选项

图 1.3.5 钢筋用量统计结果示例

第四节 二维图形平台的基本命令

在自动成图之外，软件提供二维图形平台的基本命令，用于补充绘图和对已有的图

形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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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三种方式调用二维图形平台的命令：1) 打开屏幕一级菜单的“二维图形编辑”

菜单；2) 在施工图模块操作时调出包含二维图形平台基本命令的工具条；3)施工图模块

右下角的工具栏中包含一些常用的图素编辑命令。

一、二维图形编辑菜单

在屏幕上方和主要模块（蓝色菜单）并列的还有一项是“二维图形编辑”菜单，用

来对各模块生成的二维图形进行编辑、打印、转换格式输出等操作。

图 1.4.1 二维图形编辑菜单

这里提供的是一个简单的二维图形平台应具有的功能，包括基本图形绘制、图形编

辑修改、图层管理、标注、测量等。这里绘制和编辑的图形为本系统生成的后缀为 Dwy

的二维图形文件，包括各种计算简图、计算结果图、施工图等。在此处只能进行图形的

相关编辑，不能执行施工图相关的专业命令。

该菜单的相关说明详见《建筑结构模型及荷载输入》用户手册。

二、图形编辑工具条

在该菜单上点击相关命令，就可分别调出相关的系列菜单。这些菜单可作为临时使

用的菜单，停靠在屏幕上，用完后可以点击停靠条上的 x，删除该系列菜单。

1、绘图

点击绘图后屏幕上将弹出二维绘图的系列菜单：

图 1.4.2 二维绘图工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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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工具条包括点、直线、两点直线、射线、多段线、圆弧、圆、椭圆、矩形、正

多边形、带宽度线等，点击相关菜单就可执行相关画图命令。
2、修改

点击修改后屏幕上将弹出二维编辑修改的系列菜单：

图 1.4.3 编辑修改工具条

编辑工具条包括复制、移动、删除、拖动拉伸、旋转、镜像。
3、图层

点击图层后屏幕上将弹出图层编辑的系列菜单。

图 1.4.4 图层编辑工具条

此工具条包含图层查询、修改、显示/隐藏、冻结/解冻、锁定/解锁、删除、清理等

一系列与图层操作有关的命令
4、标注

点击标注后屏幕上将弹出标注尺寸的系列菜单。

图 1.4.5 标注尺寸工具条



第一章 通用编辑及通用工具

36

此工具条包含标注距离、角度、半径等一系列标注尺寸相关命令。

三、常用工具栏

图 1.4.6 常用命令按钮工具栏

盈建科软件的右下角工具栏中通常放置一些常用命令。在施工图模块中放置的常用

命令如上图所示，基本都是一些与图形编辑及平台设置相关的命令。这些命令从左到右

依次是缩放全图、窗口缩放、回到上一视图、测量两点距离、测量点线距离、测量角度、

文字放大、文字缩小、（文字放大和文字缩小仅在一些计算结果图中可用）、草图设置、

渲染到文件、文字面向屏幕、导出 PDF、导出 DWG、图素移动、图素复制、图素删除、

插入 DWG/DWY 文件、插入衬图、取消衬图、导出图形文件、批量输出构件布置模板图、

图层管理、全楼工程量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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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板施工图

第一节 概述

一、概述

“板施工图”模块可完成各层楼板施工图的辅助设计，可独立完成钢筋混凝土楼板

的计算及配筋设计。对于框架结构、框剪结构、剪力墙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等的结

构平面图绘制，都可由这项功能菜单完成。其中可设计的楼板形式有普通梁板结构、无

梁楼盖、空心楼板、加腋板、压型钢板、叠合板等。

该模块下可通过右上角的楼层下拉框选取任一楼层（自然层，包括层间板对应的楼

层），绘制它的结构平面图。每一个自然层绘制在一张图纸上，图纸名称为 SlabPM*.dwy，

*为自然层层号。

同时该模块下也可完成楼板的人防设计，YJK 施工图设计系统的楼板人防设计应由

本子模块完成，如地下室顶板等。当人防等效荷载非 0 时，在板内力计算时程序自动取

板等效荷载，同时按人防规范计算板的配筋。

每自然层结构平面图设计的主要操作可分以下三步：

（1）修改计算及绘图相关参数；

（2）计算钢筋混凝土板配筋；

（3）画结构平面施工图。

屏幕上方主菜单主要包括：计算参数、数据编辑（包括边界条件修改、保护层厚度

修改、局部坐标系修改、导荷方式修改等）、楼板计算和结果显示、钢筋标注和修改、

配筋面积等几部分。

二、按照平法出图

程序对楼板施工图按照国家标准图集《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

则和构造详图》16G101-1 的有梁楼盖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出图。

有梁楼盖平法施工图，系在楼面板和屋面板布置图上，采用平面注写的表达方式。

板平面注写主要包括板块集中标注和支座原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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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板块集中标注

板块集中标注的内容为：板块编号，板厚，贯通纵筋，以及当板面标高不同时的标

高高差。

对于普通楼面，两向均以一跨为一板块；对于密肋楼盖，两向主梁（框架梁）均以

一跨为一板块（非主梁密肋不计）。

板厚注写为 h=xxx（为垂直于板面的厚度）。

贯通纵筋按板块的下部和上部分别注写（当板块上部不设贯通钢筋时则不注），并

以 B 代表下部，以 T 代表上部，B&T 代表上部与下部；X 向贯通筋以 X 打头，Y 向贯通

筋以 Y 打头，两向贯通纵筋配置相同时则以 X&Y 打头。

板面标高高差，系指相对于结构层楼面标高的高差，应将其注写在括号内，且有高

差则注，无高差不注。

2、板支座原位标注

板支座原位标注的内容为：板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和悬挑板上部受力钢筋。

板支座原位标注的钢筋，应在配置相同跨的第一跨表达（当在悬挑部位单独配置时

则在原位表达）。在配置相同跨的第一跨（或悬挑部位），垂直于板支座（梁或墙）绘

制一段适宜长度的中粗实线（当钢筋通长设置在悬挑板或短跨板上部时，实线段应画至

对边或贯通短跨），以该线段代表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并在线段上方注写钢筋编号、

配筋值、横向连续布置的跨数（注写在括号内，且当为一跨时可不注），以及是否横向

布置到悬挑端。

板支座上部非贯通筋自支座中线向跨内的伸出长度，注写在线段的下方位置。

当中间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向支座两侧对称伸出时，可仅在支座一侧线段下方标注

伸出长度，另一侧则不注。

当向支座两侧非对称伸出时，应分别在支座两侧线段下方注写伸出长度。

对线段画至对边贯通全跨或贯通全悬挑长度的上部通长纵筋，贯通全跨或伸出至全

悬挑一侧的长度值不注，只注明非贯通筋另一侧的伸出长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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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板平面布置图中，不同部位的板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及悬挑板上部受力钢筋，可

仅在一个部位注写，对其他相同者则仅需在代表钢筋的线段上注写编号及按本规则注写

横向连续的跨数即可。

第二节 楼板计算和配筋参数

程序菜单如下图所示，可用光标或键盘点取相应选择项。

图 2.2.1 板施工图菜单

在主菜单前面 4 项是通用编辑菜单，用于平面模板图，详见第一章的介绍。

一、计算参数
1、配筋计算参数

图 2.2.2 楼板配筋计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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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筋最小直径/底筋最小直径/钢筋最大间距（mm）：程序在选实配钢筋时首先要满

足规范及构造的要求，其次再与用户此处所设置的数值做比较，如自动选出的直径小于

用户所设置的数值，则取用户所设的值，否则取自动选择的结果。

双向板的计算方法选择（手册算法/塑性算法/有限元算法）：程序提供楼板计算的三

种算法。手册算法是指按《建筑结构静力计算手册》中板的弹性薄板算法；塑性计算方

法是按照《建筑结构静力计算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4）中板的极限平衡法

计算四边支承板；有限元方法是程序将把全层的所有楼板板块都按照有限元算法计算。

采用前两种算法时，对非矩形的不规则板块，含有非固端支座的双向板板块，布置

有板间集中力或线荷载的板块，楼板加腋的板块，及有自由边支座的板块，程序自动调

用有限元方法计算该块板，程序对这种板块自动划分单元并接着计算内力和配筋。

对于前两种的手册算法和塑性算法来说，各板块是分别计算其内力，不考虑相邻板

块的影响，因此对于中间支座两侧，其弯矩值就有可能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对于跨度相

差较大的情况，这种不平衡弯矩会更为明显。为了考虑相邻板块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大

小跨相连续的情况，全层所有板块均可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该计算方法全层各板块内

力在中间支座满足弯矩平衡的条件，同时也可以考虑相邻板块的影响。

有限元算法虽然费时较多，但是程序对楼板自动采用分区技术，忽略相距较远板块

的影响，实际过程是分成若干互相重叠的小块板分别计算，因此即便是体量较大的平面

也会计算较快，同时不管采用多么小的单元精细计算，容量也不会受限。

对人防荷载、消防荷载采用塑性算法：在手册算法或者有限元算法中，可仅对人防

荷载、消防车荷载组合单独采用塑性算法，即对该组合下的各个单工况荷载均采用塑性

算法计算其内力，然后再组合；而对于一般的恒活荷载组合仍采用手册算法或有限元算

法。这里的消防荷载指的是用户在自定义荷载工况下设置的消防车荷载。

楼板有限元划分尺寸：用户根据需要输入有限元计算时板单元划分的尺寸（单元划

分尺寸限制输入范围为 0.3~2.0m）。

楼板有限元计算考虑梁刚度：在楼板有限元分析中，有考虑或者不考虑梁刚度两种

方式。不勾选此项则楼板计算不考虑梁刚度，在楼板有限元模型中只包含楼板单元，在

梁跨中节点位置设有竖向支座。勾选则考虑梁刚度，在楼板有限元模型中包含实际的梁

单元，在梁的跨中节点不设置竖向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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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考虑梁刚度后，梁板之间都是按实际的刚度计算，交互定义的楼板

边界条件不再起作用。

考虑用户设置的边界条件：考虑梁刚度后，梁板之间程序默认都是按实际的刚度计

算，交互定义的楼板边界条件不再起作用。

如果需要考虑修改的边界条件，可选中此选项，程序将根据交互定义的边界来确定

梁板之间的约束条件。

考虑本层竖向构件刚度：楼板有限元计算时，程序默认的计算模型仅为楼板模型，

不包含任何竖向构件。

如果需要考虑本层竖向构件（包含斜撑）对楼板计算的影响，可选中此选项，程序

将在楼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考虑本层竖向构件（包含斜撑）的刚度。

考虑梁上附加恒载：楼板有限元计算时，不仅可以考虑梁的刚度影响，同时也可以

考虑梁上附加荷载的影响。选中此选项，可同时考虑梁上布置的恒载的影响。

考虑梁上附加活载：楼板有限元计算时，不仅可以考虑梁的刚度影响，同时也可以

考虑梁上附加荷载的影响。选中此选项，可同时考虑梁上布置的活载的影响。

钢筋级别选择：Ⅰ级钢（HPB300），Ⅱ级钢（HRB335），Ⅲ级钢（HRB400），

Ⅳ级钢（HRB500），冷轧带肋钢筋(CRB550)，高延性高强钢筋（CRB600H）。对Ⅰ级

钢（HPB300），还可选择Ⅰ级钢、Ⅱ级钢混合配筋或Ⅰ级钢、Ⅲ级钢混合配筋，即仅当

钢筋直径≥某一直径（如 12mm）时才选用Ⅱ级或Ⅲ级钢；

自定义荷载（恒载）/自定义荷载（活载）：程序对自定义荷载工况下的内力计算取

值包括三个选项，不考虑、叠加、包络，用户可根据自定义荷载类型，自行判断组合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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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载分项系数/活载分项系数：楼板施工图中可以单独完成楼板的计算，其内力分项

系数与前处理中的设置无关。默认勾选“执行《建筑结构可靠性统一设计标准》”新规

范，程序默认的分项系数为 1.3/1.5，程序内部计算时会自动过滤恒载效应控制的组合。

对于建模中自定义工况的荷载，其分项系数的定义仍起作用，在楼板施工图中会按照楼

板自身的分项系数换算后使用，例如：自定义荷载工况中定义活荷载为 30，非地震分项

系数（不利）为 1.2，楼板参数中定义活荷载分项系数为 1.5，则楼板施工图中实际计算

时的等效荷载取值为 1.2*30/1.5=24。

当不勾选“执行《建筑结构可靠性统一设计标准》”时，楼板施工图中的荷载分项

系数是按照恒载 1.2、活载 1.4 进行组合，同时自动考虑恒载效应控制的组合。

结构重要性系数：程序中默认结构重要性系数为 1.0，用户可根据实际工程需求调整

该参数，程序会根据用户设置的参数大小对楼板的计算内力进行调整。

钢筋强度用户指定，钢筋强度设计值（N／mm *mm）：对于钢筋强度设计值为非

规范指定值时，用户可指定钢筋强度，程序计算时则取此值来计算钢筋面积。

最小配筋率用户指定（%）：对于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为非规范指定值时，用户可

指定最小配筋率，程序计算时则取此值做最小配筋计算。

边缘梁、剪力墙按固端或简支计算。

有错层楼板支座按固端或简支计算。

是否根据允许裂缝宽度自动选筋：如用户勾选该项，则程序选出的实配钢筋不仅满

足强度计算要求，还将满足用户设置的允许裂缝宽度要求。裂缝宽度选筋不仅对普通楼

板起作用，对无梁楼盖的板带也起作用；但对于无梁楼盖的柱帽，程序只做裂缝验算，

不会根据设置的裂缝宽度限值重选钢筋。

准永久值系数：在做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裂缝、挠度计算）时，荷载组合应为

准永久组合，其中活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采用此处用户所设定的数值。

板底钢筋面积调整系数/支座钢筋面积调整系数：程序隐含为 1。当用户设置调整系

数不为 1 时，是将该值乘以计算配筋面积作为楼板的设计依据。

近似按矩形计算时面积相对误差：由于平面布置的需要，有时候在平面中存在这样

的房间，与规则矩形房间很接近，如规则房间局部切去一个小角、某一条边是圆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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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圆弧线接近于直线等。对于此种情况，其板的内力计算结果与规则板的计算结果很

接近，可以按规则板直接计算。如下图中所示，所有板的内力计算与最左侧规则板的结

果一致。

图 2.2.3 近似计算示意

人防计算时板跨中弯矩折减系数：根据《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94）

第 4.6.6 条的规定，当板的周边支座横向伸长受到约束时，其跨中截面的计算弯矩值可乘

以折减系数 0.7，…。根据此条的规定，用户可设定跨中弯矩折减系数。

板底保护层厚度（取建模数据）/板顶保护层厚度（可修改）：对板顶和板底的保护

层厚度分开控制。其中板底保护层厚度取建模时输入的保护层厚度，不能手动修改。

负筋长度取整模数：对于支座负筋长度按此处所设置的模数取整。

板间荷载等效为均布荷载：该选项主要是针对塑性算法下的板间荷载，勾选该项时，

程序将按照等效均布荷载进行内力计算。适应于规则且长宽比不大于 2 的矩形板块。均

布荷载的等效原理是：保证两种荷载下，按照四边简支计算时的板底某一方向的最大弯

矩值相等。

矩形连续板跨中弯矩算法（是否选用）：即《建筑结构静力计算手册》第四章第一

节（四）中介绍的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的算法。当选择手册算法及有限元算法时均可以

勾选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塑性算法下不支持该选项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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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座裂缝计算考虑支座宽度：默认不勾选，即用于楼板支座裂缝计算的准永久组合

下的弯矩值为支座构件中心线位置处的弯矩。勾选该参数后，通过线性插值的方式，将

弯矩值调整为支座边界处的弯矩值。简单的插值过程如下所示：

其中，M1q、M2q 为两端支座中心线处计算楼板裂缝时的准永久组合下的弯矩值，

Mcq 为跨中同方向计算楼板裂缝时的准永久组合下的弯矩值，将两端弯矩连线后取到支

座边处的弯矩 Msup，作为考虑支座宽度影响后的计算裂缝时使用的弯矩值。

同一边多构件不同边界条件时采用相同处理：当楼板的同一边出现不同的边界条件

时，原程序默认直接对该板块按照有限元法进行设计。4.0 版本中对此增加控制项，程序

可将同一边的边界条件在计算时按照简支或固结处理。解决了手册算法及塑性算法下部

分房间因边界条件原因引起的算法不一致的问题。在采用有限元法计算时，该选项设置

不起作用。

设置该选项后会影响到楼板的计算方式，但是在查看边界条件时仍保留用户原有的

边界条件设置，仅在计算时对不一致的边界条件进行程序内部处理。

异形板挠度计算方法：默认为异形板的挠度不计算，如需程序自动对异形板的挠度

进行计算，可选择“外接矩形”的选项，即异形板的挠度按照其外接矩形板的尺寸进行

近似的挠度计算。盈建科楼板挠度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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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板块为双向板时，使用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

B 代替《静力计算手册》中的 Bc。弯矩值分别是相应于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

合计算的，准永久荷载值系数程序取 0.5。

挠度系数根据板的边界条件和板的长宽比查《静力计算手册》中相应表格求得。刚

度 B 按《混规》（GB 50010－2010）7.2 节相关规定求得。

（2）当板块为单向板时，程序采用与静力手册中的梁挠度计算完全相同的公式计算

板的挠度。

异形板的挠度计算结果与矩形板的挠度结果显示原则一致，仅输出外接矩形板按照

短跨方向确定的挠度值，该挠度值仅供参考。

2、钢筋级配库

这里的钢筋级配库是程序自动选筋时根据计算面积选筋的依据。

图 2.2.4 钢筋级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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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户选出满意的钢筋，这里提供优选钢筋功能，用户可在这里输入一种或几种

优先选择的钢筋直径。具体参数如图所示，包括选筋直径范围（最小直径和最大直径，

其中间的直径程序自动确定），钢筋间距的几个选项（中间用逗号分开），优选直径（如

果是多个，中间用逗号分开）。根据这几个参数程序在下面列出所有的钢筋级配表。

程序选筋的过程是：首先用优选直径配筋，条件是与计算面积差比其它直径钢筋大

些。

对于“通长+附加”的配筋形式，以往版本中附加钢筋的间距默认优先选择与通长筋

间距一致的钢筋级配，实现隔一布一的形式。

4.0 版本中为了解决用户不同的选筋需求，在钢筋级配库中新增“附加钢筋间距取值”

参数，如下图所示：

附加钢筋间距可选通长筋间距的 0.5 倍、1.0 倍、2 倍、3 倍。例如当通长筋间距为

200 时，附加筋间距可选 100、200、400、600 四种。附加钢筋间距可以选择一种，也

可选择多种，当选择多个间距选项时，程序会在级配库中找与该选项对应的钢筋，选择

满足间距要求且面积最优的方案。如果级配库中设定间距下找不到合适的附加钢筋，则

输出 N/A。

备注：使用此功能时除了需要勾选上所需附加筋间距选项外，同时在钢筋级配库中

还需按照相应间距生成待选钢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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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绘图参数

点取计算参数设置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在绘制楼板施工图时，可对负筋

的长度、钢筋编号、标注等内容进行设置。修改钢筋的设置对已绘制完成的图形不会进

行改变，只对修改后重新绘图起作用。

图 2.2.5 绘图参数

平面图绘图比例：可对结构平面图的绘制比例进行修改。

多跨负筋长度：选取“1/4 跨长”、“1/3 跨长”或用户指定跨长的 1/n 时，负筋长

度仅与跨度有关，当选取“程序内定”时，与恒载和活载的比值有关，当 q≤3g 时，负

筋长度取跨度的 1/4；当 q＞3g 时，负筋长度取跨度的 1/3。其中，q—可变荷载设计值，

g—永久荷载设计值。对于中间支座负筋，两侧长度是否统一取较大值，也可由用户指定。

计算负筋长度时可以采用净跨也可以采用计算跨度（即支座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负筋自动拉通距离：在传统画法下，当支座筋之间的距离小于设置值时，可以实现

钢筋的自动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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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筋长度自动归并距离：当钢筋的总长度相差值小于所填写的归并距离，且钢筋规

格一样时，则程序会自动将钢筋按照长度较大者归并成一个编号。

钢筋画法：程序提供了“平法”、“准平法”“传统画法”三种绘图方式供用户选

用，其中传统画法即画出支座负筋及板底正筋的弯勾长度。

负筋标注：可按尺寸标注，也可按文字标注。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画尺寸线及

尺寸界线。如下图所示：

图 2.2.6 负筋标注

简化标注：钢筋采用简化标注时，对于支座负筋，当左右两侧的长度相等时，可选
择两侧均标注、仅标注左侧、仅标注右侧。用户也可以自定义简化标注。在自定义简化
标注时，当输入原始标注钢筋等级时应注意 HPB300、HRB335、HRB400、RRB400、冷
轧带肋钢筋分别用字母 A、B、C、D、E 表示，如 A8@200 表示φ8@200 等。

图 2.2.7 简化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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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集中标注文字：主要影响导出 DWG 图中的文字是按照多行文字输出还是按照单

行文字输出。

支座分布筋：可以设置支座分布筋的规格，该参数的设置影响详图的绘制及钢筋统

计。
4、无梁楼盖参数

软件在下列位置生成柱上板带

1）沿着梁高不大于楼板厚度的梁；

2）梁高虽然大于板厚，但是梁两端布置了柱帽的梁；

3）墙上没有梁，但墙两端有柱，且柱上布置有柱帽。

软件对以墙为支座的楼板，或梁高大于板厚的梁处不生成柱上板带，对于没有柱上

板带的楼板仍然按照普通楼板的方式计算和配筋。因此，无梁楼盖的柱上板带跨中板带

配筋方式和普通楼板的配筋方式可以同时在一层平面上同时设计和绘图。

图 2.2.8 无梁楼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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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上板带宽度：程序自动生成柱上板带宽度时，可按“柱帽宽度、四分之一跨度、

两者取大值”三个选项生成板带宽度。其中，按柱帽宽度取值是取同一个柱上板带上所

有柱帽的较大值。

对于程序自动生成的板带宽度，用户也可通过“无梁楼盖”下拉菜单下的“修改板

带”命令修改生成的板带宽度。

柱帽边界作为单元划分边界：当勾选该项时，板单元的划分会以柱帽边界协调网格

划分。

根据柱上板带自动生成跨中板带：该选项选中时，则程序在生成柱上板带的同时，

可自动生成跨中板带。否则，程序仅自动生成柱上板带，不再生成跨中板带，此种情况

下无梁楼盖的跨中部位仅按房间分别显示各自的配筋。

柱上板带调幅系数：参考框梁支座负弯矩调幅，对无梁楼盖的柱上板带支座位置负

弯矩进行调幅。该参数在无梁楼盖采用积分法和等代梁法计算时起作用。对于积分法，

调幅时的弯矩取值为柱中心线上积分后的计算值。

取整体计算弹性楼板计算结果：该选项选中时，无梁楼盖的配筋面积直接取整体结

构分析后的计算结果。此种情况下的计算结果不仅考虑了恒活（人防）作用，还考虑水

平力（风、地震）作用，以及温度荷载等作用。

在整体结构分析时，其相关计算参数中必须选择①弹性板 6；②弹性板导荷方式：有

限元导荷方式；③生成绘等值线用数据。

板带内力采用积分方式：采用积分方式进行柱上板带配筋结果更加合理。不勾选时

则取用的是忽略应力集中处理范围后的剩余单元的大值。

柱上板带构造暗梁的钢筋面积取板带钢筋面积的 50%：该选项选中时，柱上板带如

果设置有构造暗梁，则暗梁的上部钢筋面积取板带上部钢筋面积的 50%。同样对于暗梁

下部钢筋面积，取板带下部钢筋面积的 50%，且同时满足《高规》8.2.4-1 条中要求的不

小于暗梁上部钢筋的 1/2。需要说明的是，布置有暗梁时板带及暗梁钢筋的确定过程：首

先根据计算结果确定柱上板带的配筋，将该柱上板带配筋的直径作为暗梁中的直径，按

照前述确定的暗梁的配筋面积进行选筋；然后用整个板带的配筋减去暗梁的配筋，作为

扣除暗梁范围后剩余部分柱上板带选筋的依据对柱上板带重新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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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贯通筋最小配筋率：当勾选该项时，按照用户指定的贯通筋最小配筋率计算贯

通筋面积，当计算大于指定最小贯通筋面积时，按照其差值，作为附加钢筋的面积取值。

若不勾选该项，则按照贯通筋比例设置取值。

贯通筋比例（0~1：最小值~最大值）：填 0，则取板带各跨的最小值；填 1，则取板

带各跨的最大值；若填某一小于 1 的数值 a，则贯通筋面积 A 应取各跨中不小于 Amin+A

（max-min）*a 的某跨配筋值。

应力集中处理范围：对于柱顶部或柱帽边角附近，采用有限元计算结果时，存在一定

的应力集中现象。为了解决应力集中对配筋结果的影响，需要忽略柱中心或柱帽边附近

单元的计算结果。程序默认取 1000mm 和 400mm。

板带选筋方案：当设置成贯通钢筋各跨不同时，板带实配钢筋的选取，有三个选项：

程序内定、隔一间一、间距同贯通筋。

程序内定：选筋原则是从级配库中选取面积与计算面积最为接近的钢筋，此时各跨

的直径和间距都可能不同，但每跨限于一种直径。

隔一间一：在“程序内定”方式的基础上，每跨允许选择两种直径，并隔一间一布

置。因此，这种选筋方式可能比“程序内定”方式钢筋用量更少。

间距同贯通筋：贯通钢筋在各跨间距相同，直径可能不同。在每跨中，也可能选取 2

种直径。

板带受力钢筋直径不小于：在该位置可设置板带受力钢筋的最小直径，当计算值小

于该值时，选筋从设置的最小直径开始取值。

柱帽剖面：在此设置柱帽剖面中所需要的其它构造钢筋，如斜竖向纵筋、水平箍筋、

托板纵筋等。

普通楼板板顶构造钢筋设置：目前该项设置在程序选筋时不起作用。

无梁楼盖采用等代框架梁计算方法：勾选该参数后程序按照用户生成的两个方向的

等代梁进行计算，然后将等代梁的弯矩按照用户设置的弯矩分配比例，分配到柱上板带

和跨中板带上，最终的结果输出格式仍是按照板带的结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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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代梁跨度考虑柱帽的折减：不勾选该项时等代梁的跨度取柱中心间的距离，勾选

该项后等代梁的跨度等于柱中心间距减去两侧各 1/3 柱帽宽度。

无梁楼盖柱帽补强钢筋长度：增加对无梁楼盖柱帽补强钢筋伸出起始位置及伸出长

度的控制参数。

4.0 之前版本中默认无梁楼盖柱帽处补强钢筋伸出板带线 20d 的长度。4.0 版本中，

在楼板计算参数的无梁楼盖参数页中增加对补强钢筋伸出位置及伸出长度的控制参数。

柱帽补强钢筋伸出边界可选“板带边”、“柱帽边”两种。柱帽补强钢筋伸出长度可选

“n*d”、“n*LaE”两种算法。例如当输入长度为 20d，附加筋直径为 14 时，伸出长

度为 14*20=280mm。当输入长度为 1.2LaE 时，伸出长度为 1.2*LaE。在计算 LaE 时，

抗震等级取柱的抗震等级。

关于无梁楼盖的建模、计算及施工图参见本章第四节。
5、扩展设置

（1）设置板厚和通长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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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板计算参数中增设了“扩展设置”页，可以在该页中定义不同板厚对应的通长

筋。点击按钮“增加”时弹出如上图所示的小窗口，可以定义板厚、相应的填充样式、

以及该板厚对应的通长筋设置。不同板厚设置的通长筋规格可以相同，当通长筋规格相

同时程序允许使用相同的填充图案，当通长筋规格不同时，填充图案不允许出现重复。

设置完后可以直接在列表中进行修改、可以删除行、或者清空。程序会根据设置项

在计算时自动考虑楼板的通长筋，并在平法图中用填充表示出不同通长筋设置的区域。

表达方式同菜单预设通长筋后的效果。

（2）设置错层和填充样式

在楼板计算参数中增设了“扩展设置”页，可以通过在该页中定义不同降板高度对

应的填充样式。点击按钮“增加”时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小窗口，可以定义降板高度及其

填充样式。

设置完后可以直接在列表中进行修改、可以删除行、或者清空。程序会根据设置项

在绘图时自动对不同的降板高度进行填充示意，并在文字说明中增加填充样式说明，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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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另存、导入参数

另存参数：可以将当前工程参数另存为*.ydb 的文件。

导入参数：可将另存出去的*.ydb 楼板参数文件导入，供当前工程使用。

图 2.2.10 另存、导入参数设置

二、新图

如果该层没有执行过画结构平面施工图的操作，程序直接画出该层的平面模板图。

如果原来已经对该层执行过画平面图的操作、当前工作目录下已经有当前层的平面

图，则执行“新图”命令后，程序给出提示，如下图所示。其中：

图 2.2.11 绘制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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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一是指将内力计算结果，已经布置过的钢筋，以及修改过的边界条件等全部删

除，当前层需要重新生成边界条件，内力需要重新计算。

选项二是指保留内力计算结果及所生成的边界条件，仅将已经布置的钢筋施工图删

除，重新布置钢筋。

选项三是指仅保留用户交互修改的边界条件，计算结果及配筋等全部删除，图面重

绘，需要重新进行内力计算。

三、打开旧图

打开工作目录下已绘制并保存的当前层的平面图。如果已经完成了楼板施工图，但

建模模型局部发生变化，再次打开已有楼板施工图，程序会对建模模型和施工图模型进

行自动比对，判断模型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模型存在差异，会弹出如下图所示是否自动

更新的提示。

如果选是，施工图自动更新仅重新计算生成发生变化位置的钢筋，对于未发生变化

的楼板或者支座处的钢筋，维持原位置不变化，更新后的施工图可继续编辑修改。



第二章 板施工图

56

目前以下情况被认为是模型发生了变化：1）梁、墙构件发生了数量变化，或者构件

偏心变化；2）围板结果发生了变化；3）楼板荷载发生了变化；4）板厚发生了变化。

四、局部更新

对于建模中修改过平面的楼层（该修改仅支持使楼板数发生变化的情况，比如删减

梁或者局部增加梁等，对于只修改板厚或只修改楼板荷载的情况不支持），可以使用该

功能，实现修改处的局部计算和绘图，保留其他位置已有计算数据及绘制的钢筋施工图。

其操作流程如下：

（1）对于已绘制过平面的楼层，使用打开旧图，并且在提示是否自动更新时选择

“否”；

（2）局部更新，此时修改过平面的位置原有钢筋会被删除；

（3）对更新后修改位置的平面进行选择计算及选择绘图。

五、批量出图

可以按批处理方式，生成各自然层的楼板施工图。生成过程中，可以同时生成 DWG

格式的施工图，也可同时生成各自然层的楼板计算简图（计算弯矩、计算面积、裂缝、

挠度）输出到一个 pdf 文件、Doc 文件中或者一个 DWG 文件中。生成文件的保存路径为

“工程文件夹——>计算书——>施工图”。

图 2.2.12 批量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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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3 生成计算书文件

其中选项“删除所有信息，重绘新图”，是对所选择的自然层，清除原来的计算结

果，重新计算、重新出施工图。

“保留用户边界条件，重绘新图”的选项，勾选该项后可以保留用户设置的边界条

件，进行重新计算绘图，避免用户设置的边界条件被删除。

六、数据编辑

1、显示修改边界条件

板在计算之前，必须生成各块板的边界条件。首次生成板的(默认)边界条件只有两种

选项，简支边界或者固定边界。

程序生成板的默认边界条件，是按以下过程生成的：

边界两侧均有现浇板且两侧楼板没有错层时，支座两侧均取固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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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两侧均有现浇板，但两侧楼板错层（错层值相差 10mm 以上）时，支座两侧均

按楼板配筋参数中的“错层楼板算法”选项确定，即用户可在‘按简支计算’和‘按固

端计算’两个选项中选择。

边支座（或与全房间洞相邻）且其外侧没有悬挑板布置时，边支座按楼板配筋参数

中的“边缘梁、墙算法”选项确定，即用户可在‘按简支计算’和‘按固端计算’两个

选项中选择。

边支座（或与全房间洞相邻）且其外侧有悬挑板布置时，支座取固定边界。

用户可对程序默认的边界条件（简支边界、固定边界）加以修改，人工交互修改时，

除固定边界、简支边界外，还设置了自由边界的选项。不同的边界条件用不同的线型和

颜色，紫色实线加斜短线代表固定边界，黄色实线代表简支边界，无显示代表自由边界。

板的边界条件在计算完成后可以保存，下次重新进入修改边界条件时，自动调用用户修

改过的边界条件。

图 2.2.14 显示边界条件

在显示边界条件的对话框中还可以显示支座两侧的楼板错层，程序默认在两侧楼板

布置错层值时会显示成错层的形式，即红色虚粗线，当支座两侧的楼板等高时显示为绿

粗线。该错层或等高会影响到支座筋的绘制形式，不影响计算。等高即支座两侧的支座

筋拉通绘制，错层即支座两侧的支座筋分别断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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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4a 显示支座两侧错层

2、预设通长钢筋

厚度较大的楼板应配置双层钢筋，考虑温度影响的顶层屋面楼板也常需配置双层钢
筋，为了适应楼板设置双层钢筋需要，增加“预设通长钢筋”菜单。

各房间配筋时，软件对板底钢筋通长设置，板顶钢筋仅在支座部位设置，支座钢筋
一般并不贯通房间。在预设通长钢筋菜单下，用户可对板顶钢筋进行贯通房间的设置，
可按照构造配筋设置，此后软件在房间周边支座上配置的钢筋将只作补强的配置，补强
钢筋按照支座计算钢筋减去板顶贯通钢筋后剩余的的面积配置。

将支座负筋拉通也可实现板顶配筋，但支座筋一般较大，这样做可能造成用钢量过
大。这里的方式是按构造或其它要求设置贯通的顶筋，对支座钢筋只需局部补强。

点预设通长钢筋菜单后弹出如下，用户可分别对板顶通长钢筋、板底通长钢筋设置
指定的级配，或者按照构造钢筋配置。这些配置以房间为单元进行，因此用户需选择布
置相应的房间。

图 2.2.15 用户指定通长配筋



第二章 板施工图

60

注意预设通长钢筋菜单只能在计算之前操作，因为软件需先进行板顶钢筋配置后才

能进行支座补强钢筋的选择。对板的这种双层配筋人工干预不再限制绘图方式。

板顶通长筋的设置除了可以在“数据编辑”菜单下完成外，还可以参数中设置，参

数中可以按照固定板厚值指定其最小配筋率的方式统一设置（如下图所示）。此时数据

编辑下的板顶钢筋设置也可以重复补充定义，以数据编辑下的板顶钢筋设置值优先。

图 2.2.15a 用户指定板顶配筋

除了以上两种设置方式外，还可以通过参数页中的“扩展设置”页设置通长筋，计

算及绘图效果与菜单中执行预设通长筋效果一致。

该功能的特点是：

（1）可以同时预设置板底及板顶通长钢筋，并且预设钢筋的等级和当前参数设置中

的钢筋等级一致。同时不再限制仅在平法绘图时使用，准平法和传统画法均可以在计算

之前进行通长钢筋的预布置。

（2）预设了通长钢筋后，图面的一些变化

a.未进行预设钢筋布置时，详图与之前版本处理一致，无变化。

b.如果是全层预设了同一种类型的通长钢筋，则详图图面上不会有任何标记，仅在

图纸说明中描述本层通长筋的信息，并且平法图上标注的板底、支座钢筋均会增加前缀

“附加-”字样表明板底筋或者支座筋为附加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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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排除全层预设了同一种通长筋的情况，其他情况下，比如仅仅部分楼板预设了通长

筋，或者多个楼板区域预设了不同的通长钢筋，程序自动对预设通长筋的类型进行分类，

并且在图面上以不同颜色范围线和不同类型填充区域进行标识，在平法绘制阶段，可以

看见这些区域线和填充两种标识。同时在图纸说明中会用图例对不同的通长筋进行说明。

特别是对平法标注时，区域填充将避让楼板平法标注文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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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设了通长钢筋后，选筋、查看配筋面积、裂缝计算、计算书、三维钢筋均可

考虑通长筋。

三种预设通长筋的方式优先级为：数据编辑下的预设通长筋>扩展设置中的定义>普

通楼板板顶构造钢筋的设置。其中扩展设置中的定义在楼板计算后如果发生变化，需要

通过重绘新图才会生效。

3、恒活板厚

可以在楼板施工图状态下，修改各房间（板块）的恒载、活载、人防荷载以及板厚

度。自定义荷载值也可同时显示，但不支持修改。

修改方式可为点选、窗口选、围区选择。

此处所做的修改可直接返回到结构模型中，与建模中的相关数据是连动的。

图 2.2.16 板上恒活荷载及板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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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护层厚度

除了在计算参数中对整体计算时使用的板顶、板底保护层厚度做出修改外，还可以

通过该保护层厚度修改的方式实现对局部楼板保护层厚度的单独定义，保护层厚度设置

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2.2.17 板顶、板底保护层厚度修改

5、楼板计算方法

通过“楼板计算方法”实现对楼板计算方法的显示及交互修改。执行该命令后会弹

出如下所示交互定义对话框，对话框中对应有四个选项，分别为：不计算、手册算法、

塑性算法，有限元算法四种。用户可根据设计需求修改单块板的计算方式，但是在默认

为有限元算法的几种情况下（加腋板、单侧边界条件不唯一、布置有板间荷载、异形板、

有自由边的楼板）楼板的计算方法不支持修改为手册或塑性算法，并且对于长宽比大于 2

的板不支持修改为塑性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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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楼板计算方法时，会在各个板块上标注出当前板块对应的计算方法，并且对不

同的计算方法按照不同的颜色区分显示。

该功能仅限于普通楼板的计算方式指定，对于无梁楼盖，当围区生成板带信息后，

其计算方法不允许修改，始终按照有限元法进行计算，并且对于指定“不计算”时也无

效。
6、局部坐标系

对不规则板或带有角度的板，程序会自动判断一个方向角，并作为该板块局部坐标

系下的的 X 方向。同时在“数据编辑”菜单下也可交互指定楼板局部坐标系（或者方向

角）的功能，并且最终的计算结果默认是按照用户指定的局部系方向输出。

执行局部坐标系指定时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用户可以直接填写角度（逆时针为

正、顺时针为负，角度值的相对于整体坐标系的数值），还可以通过在图中选择参照构

件确定坐标方向。

图 2.2.18 楼板局部坐标系调整



第二章 板施工图

65

7、导荷方式

可在楼板施工图中指定楼板的导荷方式，该功能主要是解决在楼板施工图模块下可

由用户指定哪些板按照单向板设计。适应于规则的矩形楼板，且算法为手册算法时才有

效。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如下所示对话框，可以修改楼板的导荷方式有两种：对边传导、

梯形三角形传导。修改导荷方式的操作同建模模块。

在板施工图中只有对边传导方式的修改会影响到楼板施工图中楼板的计算结果。在

建模中修改后可以在楼板施工图中直接读取，在楼板施工图中的修改也可以返回建模模

块，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楼板施工图中修改的导荷方式，返回建模后需要重新导

荷才能保证后续计算使用导荷结果的正确性。

图 2.2.19 楼板导荷方式的调整

8、井字梁

板块集中标注时以板块为单位，板块是以梁墙围成的房间由程序自动形成的。平法

规则要求：对于普通楼面，两向均以一跨为一板块；对于密肋楼盖，两向主梁（框架梁）

均以一跨为一板块（非主梁密肋不计）。

井字梁或密肋梁形成的房间可能很多，但每块都很小，此时应合并成主梁围成的大

房间板块进行标注。

程序设置了“井字梁”菜单，由用户指定井字梁或密肋梁的范围，用围区多边形框

出井字梁房间。程序对围区内的主梁重新形成大房间，自动合并大房间中次梁围成的小

房间，并取各小房间中板底配筋和板顶配筋最大值作为大房间板底钢筋和板顶钢筋，最

后按照主梁围成的大房间进行集中标注，集中标注由多个变为 1 个。

操作井字梁菜单后，在平面简图上可马上看到房间合并的效果，移动鼠标到各房间

时，合并的房间将以大房间统一加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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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板配筋平法施工图上，为明确区分井字梁与作为支座的主梁，将用户定义的井

字梁用单粗虚线表示，作为井字梁支座的梁仍用双细虚线表示。

9、数据导入导出

在数据编辑菜单下增加楼板数据导入、导出功能，如下图所示，执行该命令时弹出

右侧对话框，可选择导入或者导出数据的内容，主要包括边界条件、板顶钢筋、恒活板

厚、保护层厚度四项内容。

执行导出后会在当前工程路径的施工图文件下生成一个 EditData.ydb 文件，如下图

所示：

七、无梁楼盖

详见第四节，无梁楼盖设计。

八、鉴定加固

在楼板施工图模块中增加楼板加固的相关功能，与该功能相关的菜单设置位置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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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0 楼板加固相关菜单

1、楼板加固的操作流程

（1）修改保护层厚度，并输入既有钢筋

用户需要根据实际的工程施工情况，修改需要加固计算的楼板的保护层厚度及已有

的钢筋，修改方式如下：

图 2.2.21 修改楼板保护层厚度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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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2 输入现有钢筋

输入现有钢筋支持两种方式：①导入 DWG 现有钢筋，该方式的操作同“读 Autocad

楼板钢筋”；②手动输入板底及支座钢筋，输入时支持多种选择方式，当选择点选时，

鼠标靠近支座位置即认为应该布置支座筋，鼠标靠近板块跨中位置即认为是输入跨中板

底钢筋，输入后的钢筋显示如图 2.2.21 所示。

（2）进行鉴定计算

如果用户在进行第一步之前已经完成了楼板计算，且保护层厚度也不需要修改，则

该操作可以省略。

进行鉴定计算时程序会根据修改后的保护层厚度对楼板进行重新计算，此时只给出

计算配筋，不进行选筋，所以要求用户在使用时鉴定计算前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完成实配

钢筋的赋值（可以先进行程序计算，完成自动选筋；也可以导入 DWG 中的实配钢筋；或

者可以手动输入所有实配钢筋）。

（3）鉴定结果

如果之前已经完成过计算，则可以直接执行鉴定结果查看，此时会对计算配筋与实

配面积进行对比，对于实配面积不满足的地方显红；如果之前没有进行任何计算，则此

时程序会给出如下提示，还需按照提示完成鉴定计算。

指定鉴定结果查看时程序对比的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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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3 鉴定结果查看

（4）加固方法

对于不满足计算要求的位置进行加固方法的布置，加固方法布置对话框如下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鉴定结果不满足的地方才可以进行加固方案的布置。

图 2.2.24 楼板加固布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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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5 楼板加固布置

（5）加固计算、加固结果查看

布置完加固方法后需要进行加固计算，加固计算完成后可以对加固结果进行查看。

可查看的内容包括弯矩、计算配筋面积、既有钢筋的布置、加固所需的面积，如下图所

示：

图 2.2.26 楼板加固结果查看

九、钢筋桁架楼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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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版本增加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布置、计算和绘图功能，钢筋桁架楼承板是将楼板中

的钢筋在工厂加工成钢筋桁架，并将钢筋桁架与底模连接成一体的组合楼承板。

盈建科钢筋桁架楼承板执行《钢筋桁架楼承板设计手册》进行楼承板型号库的选择，

执行《组合楼板设计与施工规范》（CECS 273-2010）进行钢筋桁架施工阶段承载力及

变形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钢筋桁架楼承板根据是否设临时支撑分为两种情况：

1）设临时支撑时，与普通现浇混凝土楼板基本相同。

2）不设临时支撑时，在混凝土结硬前，楼板强度和刚度即钢筋桁架的强度和刚

度，钢筋桁架楼承板自重、混凝土重量及施工荷载全由钢筋桁架承受。混凝土结硬是在

钢筋桁架楼承板变形下进行的，所以楼承板自重不会使板底混凝土产生拉力，在除楼承

板自重以外的永久荷载及楼面活荷载作用下，板底混凝土才产生拉力。这样，楼板开裂

延迟，楼板的刚度比普通现浇混凝土楼板大。

在使用阶段，钢筋桁架上下弦钢筋和混凝土一起共同工作，此楼板与钢筋混凝土叠

合式楼板具有相同的受力性能，虽然受拉钢筋应力超前，但其承载力与普通钢筋混凝土

楼板相同。

盈建科钢筋桁架楼承板功能主要包括布置修改和楼承板计算。

1、布置修改

布置修改由基本参数、类型管理、围区布置、修改类型、修改布置方向、删除楼承

板布置和桁架高度检查组成。

基本参数用于设置上下弦、腹杆钢筋等级，施工荷载、湿混凝土重度及垂直于钢筋

桁架方向板底通长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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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弦钢筋等级： HPB235，HPB300, HRB335， HRB400，HRB500,CRB500 和

CRB600H。

腹杆钢筋等级： HPB235，HPB300, HRB335， HRB400，HRB500,CRB500 和

CRB600H。

施工荷载,程序默认为 1.5KN/m2。

混混凝土重度:25 KN/m3。

垂直于钢筋桁架方向板底通长筋: Φ8@200.

类型管理用于查看和增加楼承板数据库，如下图。

围区布置，点取“围区布置”可进行楼承板型号的选择添加、删除、显示和清理功

能。点击“添加”弹出钢筋桁架楼承板库布置对话框，通过条件过滤快速生成对应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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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型号，选择需要的模板型号点击确定。鼠标点击需要布置的楼承板编号，修改布置角

度和施工图荷载值，根据命令行提示“请按围区的方式指定楼承板区域”，鼠标点取布

置图围区的四点形成闭合四边形按下鼠标右键完成楼承板布置。程序对于同一个围区内

的楼承板按照连续板计算，不同围区楼承板连接按简支计算。

修改类型，选择需要修改的楼承板型号点击楼承板布置区域完成类型的修改。

修改布置方向，楼承板方向修改可通过鼠标拖动定位、输入角度和参照构件方向修

改。鼠标拖动定位，鼠标选择楼承板区域旋转鼠标到新位置点击鼠标右键完成操作。输

入角度，填写角度值选择需要调整的楼承板区域即可。参照构件方向，首先选择需要调

整的楼承板区域，然后点取梁作为布置方向，点击鼠标右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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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高度检查，检查钢筋桁架高度是否大于楼板实际厚度。当桁架高度大于等于楼

板厚度时，程序提示“楼承板桁架高度过高”，当桁架高度小于楼板厚度时，命令行提

示“楼承板桁架高度满足要求”。

2、楼承板计算

楼承板计算由施工计算、施工验算、施工验算报告书、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报告书、

排块和块数统计组成。

施工计算，用于计算钢筋桁架楼承板施工阶段内力、承载力及变形计算。可通过
右侧栏计算结果检查计算简图，当计算挠度和施工验算结果超限会以显红提示。

施工验算，程序依据《组合楼板设计与施工规范》（CECS 273-2010）第 6.2 节进

行钢筋桁架施工阶段承载力及变形计算。计算内容包括钢筋桁架各杆件承载力要求、

钢筋桁架各受压杆件稳定性要求、钢筋桁架施工阶段挠度计算和限值判断。



第二章 板施工图

75

施工验算报告书，点取“施工验算报告书”菜单，选择生成验算报告书的楼承板区

域，程序弹出 word 版楼承板施工验算详细计算书，内容包括基本信息输出、楼承板规

格、荷载、施工验算过程输出。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报告书，执行此功能前需要先执行“楼板计算”功能，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验算执行《组合楼板设计与施工规范》（CECS 273-2010）第 6.4 节第 6.4.4 条

计算组合楼板中钢筋桁架弦杆钢筋的拉应力。点取“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菜单，选

择生成验算报告书的楼承板区域，程序弹出 word 版楼承板极限状态详细计算书，内容

包括基本信息输出、楼承板规格、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过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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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块和块数统计，程序根据钢筋桁架楼承板宽度和平面图围区宽度计算出排列的数

量。

楼承板计算完成后，进行楼板计算，完成组合楼板纵向配筋计算、组合楼板挠度和

裂缝的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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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板间荷载

板上除了可计算恒活荷载外，还可以对建模中输入的板上集中力、线荷载进行有限

元计算。布置方式可参见《YJK 建筑结构模型及荷载输入用户手册》的第三章第一节相

关内容。

在结构平面图中的楼板计算时，软件对布置有板间荷载的房间自动按照有限元法计

算。此时的板间荷载不再是按照房间面积平均分摊到均布面荷载上，而是在自动划分楼

板单元后，将板间荷载按照其作用位置和范围分摊到附近的单元节点上，因此此时的计

算是通用有限元方式的精确计算。

十一、楼板计算

点取“计算”菜单即进行楼板计算，包括楼板内力计算、配筋计算和选配钢筋的过

程，这是画楼板配筋施工图前必须的操作。

在屏幕界面上显示计算过程，如果采用有限元计算程序费时较多。即便没有采用第

三种的全层有限元计算，对非矩形板和非固端支座板也会自动调用有限元计算，程序一

般弹出如下计算过程界面：

图 2.2.27 有限元分析进度



第二章 板施工图

78

计算完成后程序自动进入到楼板计算结果显示状态，原来的平面模板图变成平面计

算简图，梁以单线图显示。如下图所示：

图 2.2.28 楼板配筋图

首次对某层做计算前，应先设置好计算参数，其中主要包括计算方法选择，边缘梁

墙、错层板的边界条件，钢筋级别等参数。设置好计算参数后，程序会自动根据相关参

数生成初始边界条件，用户可对初始的边界条件根据需要再做修改。

程序提供楼板计算的三种算法，对于前两种的手册算法和塑性算法来说，各板块是

分别计算其内力，不考虑相邻板块的影响，因此对于中间支座两侧，其弯矩值就有可能

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对于跨度相差较大的情况，这种不平衡弯矩会更为明显。为了考虑

相邻板块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大小跨相连续的情况，全层所有板块均可采用有限元方法

计算，该计算方法全层各板块内力在中间支座满足座弯矩平衡的条件，同时也可以考虑

相邻板块的影响。

图 2.2.29 双向板计算方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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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板的内力（弯矩）以后，程序根据相应的计算参数，如钢筋级别，用户指定

的最小配筋率等计算出相应的钢筋计算面积。根据计算出来的钢筋计算面积，再依据用

户调整好的钢筋级配库，选取实配钢筋。对于实配钢筋，如果用户选择“按裂缝宽度调

整”的话，则做裂缝验算，如果验算后裂缝宽度满足要求，则实配钢筋不再重选，如果

裂缝宽度不满足要求，则放大实配钢筋面积（5%），重新选择实配钢筋再做裂缝验算，

直至满足裂缝宽度要求为止。

做完计算以后由程序所选出的实配钢筋，只能作为楼板设计的基本钢筋数据，其与

施工图中的最终钢筋数据有所不同。基本钢筋数据主要是指通过内力计算确定的结果，

而最终钢筋数据应是基本钢筋数据为依据，但可能由用户做过修改，或者拉通（归并）

等操作。如果最终的钢筋数据是经过基本钢筋数据修改调整而来，再次执行自动计算则

钢筋数据又会恢复为基本钢筋数据。

有了楼板的计算内力及基本钢筋数据以后，可以通过右侧相应菜单显示其计算结果

及实配钢筋。如显示弯矩、计算面积、实配钢筋、裂缝宽度等。对于矩形房间，还可以

显示支座剪力及跨中挠度。这些计算结果程序仅做显示，如果需要保存计算结果于图形

文件中，则需要执行“另存为”命令。

对于矩形板块，当按弹性计算方法计算时，可以输出详细的计算过程（即计算书），

方便用户校核或存档。

当施工图上已经布置有钢筋，再次点击“计算”时，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2.2.230 自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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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计算结果

图 2.2.31 计算结果查看

1、计算弯矩

选此菜单，则显示板弯矩图，在平面简图上标出每根梁、次梁、墙的支座弯矩值（青

色），标出每个房间板跨中 X 向和 Y 向弯矩值（黄色）。

2、配筋面积

选此菜单，显示板的计算配筋图，梁、墙、次梁上的值用青色显示，各房间板跨中

的值用黄色显示，当为 HPB 300 级和 HRB 335 级混合配筋时，图上数值均是按 HPB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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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钢筋算的结果。如实配钢筋取为 HRB 335 或 HRB 400 级钢筋，则实配面积在显示时会

按照计算配筋时使用的钢筋等级做等强换算后再显示。

查看计算弯矩、配筋面积时，可通过右侧的区间定义显示数值的范围。目前在指定

区间的数值以内用原有颜色进行显示，未在指定区间的数值以灰色显示。不勾选区间显

示时，所有数值都将恢复原色显示。弯矩和配筋面积，只要有一侧（支座）或者一个方

向（跨中）在指定区间，该组数值均将认为是在指定区间范围内。

3、板块实配钢筋

按房间板块显示板底部的实配钢筋，按照平法集中标注的方式表达，B 表示板底钢

筋，X、Y 表示两个方向。还同时标出楼板厚度。

程序对 X、Y 方向的规定为：当两向轴网正交布置时，图面从左到右为 X 向，从下至

上为 Y 向。当矩形房间轴网转折时，X、Y 方向随房间的转角的方向，集中标注的文字方

向随之转角，同时画一个箭头指示转角的方向。对于非矩形房间，如果程序能找出它的

主要方向则按照该方向配筋，否则按照 0 度、90 度作为 X、Y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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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2 板块实配钢筋图

在实配钢筋图上，可以同时显示计算配筋面积和实配钢筋面积，便于用户对实配结

果校核。可分别点取右侧菜单中的“计算面积”、“实配面积”，图中在各实配钢筋的

集中标注下，以“Area”打头，分别标注出实配面积/计算面积。

图 2.2.33 勾选“计算面积”“实配面积”选项后的配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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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修改实配钢筋，点击菜单框右下的【修改钢筋】菜单，用鼠标点取某个

房间的集中标注，即弹出修改该房间钢筋的对话框：

图 2.2.34 修改钢筋

修改钢筋时，程序按照字母表示不同的钢筋强度等级，A、B、C、D、E、G 分别表

示 HPB300、HRB335、HRB400、HRB500、CRB550（冷轧带肋）和 CRB600H 的钢筋，

用 F 表示旧一级钢 HPB235 的钢筋。钢筋间距的符号既可以用“@”输入，也可以用“—”

输入。

4、支座实配钢筋

以支座负钢筋的方式画出各个支座的实配钢筋，在负筋旁标注负筋直径和间距，以

及支座两侧的伸出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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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5 支座实配钢筋图

在支座实配钢筋图上，可以同时显示计算配筋面积和实配钢筋面积，便于用户对实

配结果校核。可分别点取右侧菜单中的“计算面积”、“实配面积”，图中在各支座负

筋实配钢筋原位标注下，以“As”打头，分别标注出实配面积/计算面积。

图 2.2.36 勾选“计算面积”“实配面积”选项后的支座配筋图

在这里可以修改支座实配钢筋，点击菜单框右下的【修改钢筋】菜单，用鼠标点取

某个支座负筋，即弹出修改该支座负筋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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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7 修改板支座原位钢筋

5、裂缝

选此菜单，显示楼板的裂缝宽度计算结果图。无梁楼盖的裂缝查看可在无梁楼盖下

拉菜单下查看。
6、挠度

选此菜单，显示现浇板的挠度计算结果图。
7、剪力

选此菜单，显示板的剪力计算结果图。
8、房间编号

选此菜单，可全层显示各房间编号。当自动计算时，提示某房间计算有错误时，方

便用户检查。
9、网格划分

查看有限元网格剖分图。
10、荷载分项系数

当以数值显示各节点 Mxx、Myy、Mxy、Asx、Asy 时，程序可以按用户指定的分项

系数显示各节点组合后的结果。

如需要仅显示恒载作用下的各节点标准内力，可将活载分项系数、人防分项系数置

为 0，恒载分项系数置为 1，再选项相应内力（Mxx、Myy、Mxy）项，即为恒载作用下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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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此处的分项系数仅影响有限元计算后各节点内力分量或计算面积的显示，

并不影响各节点的实际配筋结果。

图 2.2.38 荷载分项系数

11、等值线显示 Mxx、Myy、Mxy、Asx、Asy、Vx、Vy

软件中使用“绕节点平均法”计算各节点的内力值，即取各单元在共同节点的内力

平均值。

Mxx：作用在与局部坐标系 x 轴垂直平面内，绕 y 轴旋转的单位宽度弯矩(绕局部坐

标系 y 轴的平面外弯矩)。

Myy：作用在与局部坐标系 y 轴垂直平面内，绕 x 轴旋转的单位宽度弯矩(绕局部坐

标系 x 轴的平面外弯矩)。

Mxy：作用在与局部坐标系 x 轴垂直平面内，绕 x 轴旋转的单位宽度扭矩(Mxy=Myx)。

Asx：整体坐标系下，X 方向的配筋面积。

Asy：整体坐标系下，Y 方向的配筋面积。

Vx：作用在局部坐标系 x 轴垂直平面内，沿厚度方向上单位宽度的剪力（kN/m）；

Vy：作用在局部坐标系 y 轴垂直平面内，沿厚度方向上单位宽度的剪力（kN/m）。

图 2.2.39 等值线显示板 M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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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值显示 Mxx、Myy、Mxy、Asx、Asy

同等值线显示。

以数值方式显示每个有限元划分节点处的内力或配筋面积。

图 2.2.40 每个有限元划分节点处的内力

【单元配筋显示计算与构造大值】

在有限元结果查看时增加了“单元配筋显示计算与构造大值”的控制参数，勾选该

项时，输出的是计算配筋与构造配筋的大值，不勾选该项时，仅输出计算配筋。方便用

户对计算结果进行复核。

13、云图

在按等值线方式显示各内力分量（或计算面积）时，也可同时按云图方式叠加显示。

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第二章 板施工图

88

图 2.2.41 云图

14、指定显示区间

按等值线方式显示各内力分量（或计算面积）时，可按用户指定的数值区间（最小

值、最大值），程序自动显示位于该指定区间范围内分量，在指定范围之外的不显示。

图 2.2.42 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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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计算书

选此菜单，可详细列出指定板的详细计算过程。计算书仅对于弹性计算时的规则现

浇板起作用。计算书包括内力、配筋、裂缝和挠度。

计算以房间为单元进行并给出每房间的计算结果。需要计算书时，首先由用户点取

需给出计算书的房间，然后程序自动生成该房间的计算书。

16、板带积分计算结果

在此位置可以查看无梁楼盖柱上板带的弯矩及计算面积、跨中板带的弯矩。

图 2.2.43 柱上板带弯矩包络图查看

17、无梁楼盖等代梁法结果

在此位置可以查看无梁楼盖等代梁法计算时等代梁的计算弯矩值，右侧的+/-可以控

制弯矩图形的显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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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4 等代梁弯矩结果查看

十三、工程对比

楼板施工图模块下增加菜单“工程对比”，如下图所示：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右侧屏幕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选择工程基点，输入

对比工程对应的对位点及旋转角度，程序自动对构件进行平面对位，完成对比。

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择要对比的工程路径（所选工程的平面布置与楼层数必须一致，平面可

以有转角。由于程序是通过几何对位查找的计算结果，所以可以允许平面上的构件布置

位置不一致，构件数也可以不一致。）；

第二步：在当前工程中选择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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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设置被对比工程的基点及转角（填写的角度值，是指被对比工程在选定基

点的基础上旋转到当前显示图面上的转角，逆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

第四步：设置对比差值类型及显示颜色；

第五步：选择要进行对比的内容。

图 2.2.45 工程对比对话框

第三节 板配筋绘制

一、板块集中钢筋

画板钢筋之前，必须要执行过“楼板计算”菜单，否则画出钢筋标注的直径和间距

可能都是 0 或不能正常画出钢筋。

楼板设计计算后，程序给出各房间的板底钢筋和每一根杆件的支座钢筋。

板底钢筋以主梁或墙围成的房间为单元，给出 X、Y 两个方向配筋。

程序对 X、Y 方向的规定为：当两向轴网正交布置时，图面从左到右为 X 向，从下至

上为 Y 向。当矩形房间轴网转折时，X、Y 方向随房间的转角的方向，集中标注的文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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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随之转角，同时画一个箭头指示转角的方向。对于非矩形房间，如果程序能找出它的

主要方向则按照该方向配筋，否则按照 0 度、90 度作为 X、Y 方向。

如果房间两边支座负钢筋之间的距离小于参数“负筋自动拉通距离”中设置的数值，

则程序自动将两支座的负筋连通。

图 2.3.1 板块集中钢筋标注菜单集

1、自动标注

程序自动按照板平法标注原则，对当前层所有板块做归并排序，然后再把各板块的

编号、板号、配筋情况以文字的方式标注在某板块（样板间）中，其它与之相同的板块

仅标注板块编号。

对于仅标注板块编号的简化标注的房间，可以方便随时查看它的配筋数据，鼠标靠

近简化标注后加亮，稍悬停后即 Tip 条弹出钢筋数据，如图所示：

图 2.3.2 板块钢筋 tip 提示信息

2、拾取标注

用户可在自动标注的基础上，拾取某板块（不一定必须为样板间）的集中标注结果，

将此板块的钢筋结果复制在其它板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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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注换位

此菜单用来调整各样板间标注的具体位置（板块）。用户直接指定需要详细标注板

块信息的板块，程序则自动将此板块按详细标注的方式标注，并将与此房间为同一板块

编号的板块仅标注板块编号。
4、正筋表格

即用表格的形式来表示各个板块的钢筋。正筋表格绘制格式如下图所示：

平法（准平法）：如果原图是都详细标注的情况，则会在编号之后，所有的楼板都

采用简化标注图面有变化。如果原图是一个样板间其他编号的情况，则图面无变化。

传统画法：则会自动生成类似准平法样板间的数据，同时图面上的板底 X 和 Y 向钢

筋会被隐藏而不是删除，此时如果需要进行钢筋编辑则会显示出来。

二、支座原位钢筋

楼板设计计算后，程序给出每一根杆件的支座钢筋。

图 2.3.3 支座原位钢筋菜单

1、自动布置

程序自动按照板平法标注原则，对当前层所有支座做归并排序，然后再把归并后的

各连续板支座钢筋仅绘制在第 1 跨，其后与之相邻且配筋相同的板跨不再标注。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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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支座原位钢筋自动布置图

同样标号的支座负筋，仅在某一处详细标注一次，其余位置仅简化地标注钢筋编号。

对于仅标注钢筋编号的支座负筋，可以方便随时查看它的配筋数据，鼠标靠近某支座钢

筋后该钢筋加亮，如图中的 28 号钢筋，稍悬停后即 Tip 条弹出钢筋详细数据，如图所示：

图 2.3.5 Tip 条弹出的钢筋详细数据

2、手工布置

用户手工布置支座原位钢筋时，当绘图参数中的“配筋相同的连续支座，仅标注第 1

跨”选项为选择状态时，则钢筋将绘制在与所当前支座配筋相同的第 1 跨。

图 2.3.6 仅标注第一跨

当绘图参数中的“配筋相同的连续支座，仅标注第 1 跨”选项为非选择状态时，程

序自动将默认的连续板跨打断并重新整理，并在当前跨绘制支座钢筋。

图 2.3.7 相同跨不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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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座拉通

执行“支座拉通”菜单，是由用户点取起始和终止的两个平行的墙梁支座（起始和

终止的两个点连成的线穿过需要拉通的两个平行支座即可，不要点取钢筋的起终点），

程序将这一范围内原有的支座筋删除，换成一根面积选大的连通的支座钢筋。如下图所

示：

图 2.3.8 支座拉通配筋图

4、详细标注

执行“详细标注”命令，则用户指定的钢筋将详细标注出钢筋所有信息，如钢筋编

号、钢筋直径及间距、支座左右外伸长度等。

5、负筋表格

各种画法下，经过负筋表格命令后，图面多数都会只保留钢筋线和编号（平法可能

有差异），支座筋的详细信息通过列表表示，负筋表格的绘制格式如下图所示，表格中

标注的钢筋长度均是从支座中心线开始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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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钢筋编辑

1、修改

可对已画在图面上的钢筋移动、删除，或修改其配筋参数、修改负筋方向。

修改钢筋程序弹出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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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6 修改楼板钢筋

同编号同时修改：钢筋修改其配筋参数后，所有与其同编号的钢筋同时修改。

自动取大：钢筋面积以及钢筋长度取指定跨数内的较大值。

输入新的角度值：修改负筋的角度，按照角度值设置重绘负筋，或者通过“两点角

度”在平面中选择参考线的角度绘制。

修改钢筋时，程序按照字母表示不同的钢筋强度等级，A、B、C、D、E、G 分别表

示 HPB300、HRB335、HRB400、HRB500、CRB550（冷轧带肋）和 CRB600H 的钢筋，

用 F 表示旧一级钢 HPB235 的钢筋。钢筋间距的符号既可以用“@”输入，也可以用“—”

输入。

移动钢筋菜单可对支座钢筋和板底钢筋用光标在屏幕上拖动，并在新的位置画出，

删除钢筋菜单可用光标删除已画出的钢筋。

可对弧墙、弧梁上的支座钢筋和有弧形边长的板底钢筋准确画出。

钢筋的移动、删除和替换都不影响钢筋编号和钢筋表的正确性。

画楼板钢筋时，程序在设计上尽量躲避板上的洞口，但有时难以躲开，请用户用钢

筋移动菜单将这些钢筋从洞口处拉开。

另外，程序支持双击钢筋标注修改钢筋，单击钢筋标注即可移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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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筋归并

图 2.3.9 负筋归并参数

程序可对长短不等的支座负筋长度进行归并。归并长度由用户在对话框中给出。对

支座左右两端挑出的长度分别归并，但程序只对挑出长度大于 300mm 的负筋才做归并

处理，因为小于 300mm 的挑出长度常常是支座宽度限制生成的长度。注意：支座负筋

归并长度是指支座左右两边长度之和。

归并方法主要是区分是否按同直径归并，如选择“相同直径归并”，则按直径分组

分别做归并，否则，不考虑钢筋直径的影响，按一组做归并。

3、重新编号

对于已经绘制好的钢筋平面图，由于绘图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造成钢筋编号从整

体上来说，没有一定的规律性，想查找某编号的钢筋需要反复寻找。此功能主要是对各

钢筋重新按照指定的规律重新编号，编号时可指定起始编号、选定范围（点选、窗选、

围栏选）、相应角度后，程序对所有已经绘制的支座钢筋按顺序重新编号。

图 2.3.10 钢筋编号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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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钢筋文字不标

执行该命令时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可以在对话框上点击“支座筋”或“样板间”

从图面上拾取不需要在图面上标注的钢筋规格；传统画法下还可以点击“板厚”按钮拾

取图面上不需要标注的板厚。确定后即会将已经绘制好的平法图进行图面简化，从图面

上隐藏掉与设置值相同规格的钢筋类型的标注。并对未标注的支座筋及未绘制的板底筋

进行文字说明。

四、补强钢筋

图 2.3.11 补强钢筋

某些情况下的楼板钢筋布置会出现通长钢筋加局部补强钢筋的情况，因此程序提供

了用户手动布置补强钢筋的功能，该项功能使用的前提是楼板跨中或者板顶布置了拉通

钢筋，此时再点取补强钢筋时会按照原计算所需面积自动生成补强钢筋，未扣除通长筋

的面积，所以仍需用户根据所需的实配面积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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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钢筋拉通

图 2.3.12 钢筋拉通

1、板底拉通、板面拉通

这项菜单的配筋方式仅限于传统画法。它将板底钢筋跨越房间布置，将支座钢筋在

用户指定的某一范围内一次绘出或在指定的区间连通，这种方法的重要作用是可把几个

已画好房间的钢筋归并整理重新画出，还可把某些程序画出效果不太理想的钢筋布置，

按用户指定的走向重新布置。比如非矩形房间处的楼板。

执行“板底拉通”菜单，钢筋不再按房间逐段布置，而是跨越房间布置，画 X 向板

底筋时，用户先用光标点取左边钢筋起始点所在的房间，再点取该板底钢筋在右边终止

点所在的房间，这时程序挑选出起点与终点跨越的各房间，并取各房间 X 向板底筋最大

值统一布置，此后屏幕提示点取该钢筋画在图面上的位置，即它的 Y 坐标值，随后程序

把钢筋画出。

板底钢筋通长布置在若干房间后，房间内原有已布置的同方向的板底钢筋会自动消

去，如它还在图面上显示，按[F5]重显图形后即消失了。

2、区域拉通

这项菜单的配筋方式仅限于传统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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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区域拉通”菜单，弹出如图 2.3.13 所示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选择布置

的钢筋类型及制定钢筋布置的角度。对于已经绘制过区域钢筋的情况，还可以选择已有

区域钢筋绘制该区域内的其他钢筋。

图 2.3.13 楼板区域钢筋布置对话框

<选择构件确定角度>：用户可以通过鼠标在图中点取构件直接拾取构件的角度作为

钢筋的布置角度；

<选择已有区域钢筋>：用户在布置区域钢筋时，如果开始只布置了一个方向的区域

钢筋，想要布置该区域内另一个方向的区域钢筋时，可以直接选择已有的区域钢筋，不

需要重复围区，程序会自动读取之前所围区的区域对钢筋进行绘制。

围区完成后，旧版本程序中在绘制区域钢筋时，会自动对所选区域内同方向同类型

钢筋取大后作为通长筋绘制，因此会造成钢筋的浪费。针对该问题，在 2.0.0 版本之后特

增加通长加补强的方式，即在绘制区域钢筋时，程序会提供用户设置通长筋大小的对话

框，自动对通长筋不满足计算要求的支座进行补强钢筋的绘制。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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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4 楼板区域通长筋绘制

图 2.3.15 楼板区域通长筋加补强钢筋绘图效果

3、标注区域

对于已经布置好的“区域钢筋”，可多次在不同的位置标注其区域范围。

六、配筋面积

可以在已绘制好的施工图上同时表示楼板支座或板底钢筋的计算面积、实配面积，

方便对施工图进行校核。显示形式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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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筋显示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可以选择需要显示的位置及面积。

图 2.3.17 配筋面积显示

2.显隐结果

将计算结果中的配筋面积按照计算结果的格式显示在当前平法图中。

七、钢筋量统计

图 2.3.18 钢筋统计

本层楼板钢筋用量、全楼楼板钢筋用量

点击菜单，统计并输出当前自然层板通长筋及支座筋的钢筋用量，参见图 2.3.19，

统计规则参见 16G101-1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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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9 板钢筋量统计

钢筋表

执行本菜单，则程序自动生成钢筋表，上面会显示出所有已编号钢筋的直径、间距、

级别、单根钢筋的最短长度和最长长度、根数、总长度和总重量等结果。

用户应移动光标指定钢筋表在平面图上的插入点位置。

图 2.3.20 楼板钢筋表

钢筋标注显隐根数

目前该菜单仅在传统画法不编号的情况下有效。执行该菜单后会在图中钢筋标注前

增加该类型钢筋根数的表示，重复操作可以实现根数的显隐。标注如下图所示：

图 2.3.21 钢筋标注中显示钢筋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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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剖面图

在楼板剖面图中可以表示出相邻楼板的错层关系、板与梁的位置关系、以及楼板的

顶标高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3.22 楼板剖面图

楼板剖面图可以直接绘制在平面图范围内，也可以点取到平面图范围外进行绘制。

九、三维钢筋

该菜单可以实现楼板三维钢筋的查看，包括板底钢筋、支座钢筋、悬挑板钢筋等。

十、压型钢板布置图

在建模的楼板布置菜单下可以完成组合型及非组合型的压型钢板定义及布置，目前

只有组合型的压型钢板才能在板施工图中进行设计。楼板施工图中可以给出组合型压型

钢板施工阶段及使用阶段的详细验算，用户除了可以通过计算结果的挠度查看验算结果

外，还可以通过该菜单查看压型钢板的平面布置图，表达方式如下图所示：

图 2.3.24 压型钢板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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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读 Autocad 楼板钢筋

基于同一个结构模型，在 YJK 的楼板施工图界面中，将其他施工图软件绘制的 DWG

格式的楼板施工图，识别为 YJK 楼板施工图的钢筋，达到根据 DWG 图自动生成楼板钢

筋的结果。识别完成之后的楼板钢筋和支座筋，跟 YJK 软件中自动标注的板块钢筋以及

自动布置的支座筋一样，能够采用 YJK 楼板施工图中的各种编辑工具继续进行修改，归

并等操作，并且能够进行楼板钢筋统计和三维钢筋显示等。

目前能够进行平法，准平法和传统画法三种 DWG 图的楼板钢筋识图，能够完成板底

正筋，支座负筋，拉通钢筋，以及区域钢筋的识别和转换。读取 Autocad 图有两种实现

方式：

1.直接导图操作步骤

其操作步骤以传统画法 DWG 图识别为例说明如下：

（1）打开旧图

在 YJK 楼板施工图中，打开旧图，显示当前在 YJK 中的楼板和支座实配。如未进行

钢筋布置，需要先执行楼板施工图中的计算，自动布置，自动标注来进行支座筋和板筋

的绘制。

（2）导入 AutoCAD 图

点击菜单上的“读 AutoCAD 图”，在弹出对话框中打开 CAD 图纸，按照图层分组
将相应的钢筋选到正确的组内，选择完成后执行“导入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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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钢筋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需要在该对话框中完成对识图参数的设置，补

充图纸说明中的部分信息，比如未标注的板厚，未标注的钢筋规格等，设置完成后点击

【开始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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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钢筋的过程中，自动对各组提取的钢筋线及标注与楼板和支座进行关系搜索，

搜索完成后进行各类钢筋的绘制，并且将识别到到的楼板钢筋和支座钢筋钢筋信息建立

构件列表，供查看使用。

识图之后 YJK 楼板施工图显示如下：默认情况下，板筋和支座筋同时显示，从 DWG

识别的正筋、负筋、拉通筋以及区域钢筋以洋红颜色表示，表明这些钢筋是识别得到的，

采用 YJK 原有钢筋的板块位置和支座位置，钢筋线和钢筋文字以正常的颜色表示，对于

未能正确识别的钢筋，将会以红色的方式显示出来，如图所示：

为了清楚的查看楼板和支座导入后钢筋识别的结果，可以分别进行楼板钢筋识别结

果的查看和支座识别结果的查看，在右侧对话框中选择楼板编号，将会在图面对应标识

出该楼板识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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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识别结果正确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 CAD 图纸的钢筋转换。

备注：在进行图纸识别时程序可以自动识别 CAD 图纸中标注的楼板板厚或者未注明

板厚值，如果原 YJK 模型中的板厚设置与图纸不一致，程序会自动根据 CAD 中的楼板板

厚修改模型中的板厚值。

2．衬图识图操作步骤

（1）在当前平面中插入衬图

在当前平面中插入衬图，将衬图文件与软件生成的底图进行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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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入钢筋

点击菜单上的“读 AutoCAD 图”，会弹出如下图所示左侧屏幕菜单，在该界面中需

要完成对图层的拾取，明确各个钢筋类型的分组，完成图层选择后点击【导入钢筋】。

导入钢筋后的各个对话框显示及操作界面均与无衬图模式下相同。

3.其他说明

（1）对于存在钢筋编号的 DWG 图，在识别后，钢筋编号将进行重排，多数情况下

将会与 DWG 图上的钢筋编号不一致，但编号对应的具体钢筋规格应该一致。

（2）对存在钢筋编号的 DWG 图，会自动将一定范围之内的钢筋线，钢筋文字，钢

筋编号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成组，如果对应的钢筋编号无法找到实际的钢筋文字，且在

设置对话框中未进行设置，这部分钢筋将不会导入，直接采用 YJK 原有的实配钢筋。

（3）区域钢筋在导入之后，会根据区域钢筋是双层双向，板底双向还是板顶双向自

动删除该区域钢筋范围内的板筋和支座筋，删除的规则是：双层双向区域钢筋，将删除

范围内的板底筋，支座筋；板底双向将删除范围内板底筋，板顶双向将删除范围内支座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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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入时负筋左右长度的确定：对支座负筋的导入，如果支座钢筋左右长度采用

了文字标注或者尺寸标注，实际导入的支座筋长度将根据标注值进行确定并绘制；如果

仅标注了单侧长度，则默认两侧都采用这个长度进行绘制，错层时仅绘制一侧；无长度

标注的支座筋将以 DWG 图中钢筋线为依据进行绘制。

（5）导入之后采用 YJK 楼板施工图中的楼板三维钢筋命令可以查看导入之后的三维

钢筋。
十二、选择范围

图 2.3.22 选择范围

针对很多大平面的工程，整个平面同时计算时会耗时很长，不便于局部计算结果合

理性的判断或者程序在计算过程中容易出现卡顿，此时用户可以使用选择计算的功能，

根据用户交互围区的范围进行围区内楼板的计算及出图。此外该功能还可以配合第二节

中介绍的局部更新功能一起使用。

第四节 无梁楼盖设计

无梁楼盖设计在 YJK 现有的建模、上部计算、楼板施工图三个模块中就可完成，而

且无梁楼盖的设计可以和其它结构整体建模和分析协同工作，是融入其它结构设计之中

的。大致流程是：

第一步：在建模中布置无梁楼盖的虚梁（或暗梁）和柱帽；

第二步：在上部结构计算中采用弹性板 3 或弹性板 6 模型，弹性板荷载计算方式应

选择有限元方式；计算结果中补充了柱的冲切计算；

第三步：在楼板设计中采用楼板有限元计算，并按照柱上板带、跨中板带给出计算

结果和楼板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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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建模中布置暗梁和柱帽
无梁楼盖没有梁，柱之间需布置虚梁或者暗梁。

1、布置暗梁

无梁楼盖的板设计时，需要按照柱上板带、跨中板带方式配筋，软件将按照暗梁的

位置确定柱上板带，因此用户需在建模中布置暗梁，暗梁按照普通梁方式输入即可。

《高规》8.2.4：“板柱-剪力墙结构中，板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震设计时，应在柱上板带中设置构造暗梁，暗梁宽度取柱宽及两侧各 1.5 倍板

厚之和，暗梁支座上部钢筋截面积不宜小于柱上板带钢筋面积的 50%，并应全跨拉通，

暗梁下部钢筋应不小于上部钢筋的 1/2。……”

因此，暗梁的尺寸可按高规的要求输入。

在上部结构计算时，对无梁楼盖板应选择按照弹性板 3 或者弹性板 6 计算，这种计

算模式将使楼板和梁变形协调，共同承担荷载，我们输入的暗梁尺寸适当，其暗梁的配

筋结果就基本可用。

也有用户按照等代框架梁宽高尺寸的输入暗梁，等代梁的宽度取垂直于等代框架方

向两侧柱距各 1/4，梁高取板厚度。这样的输入方式和如上按照《高规》的要求设置暗梁

尺寸方式差不多，其暗梁配筋结果基本可用。

2、布置柱帽

无梁楼盖中设置柱帽时，可在建模的楼板布置菜单下布置柱帽：

图 2.4.1 柱帽布置与裁剪

软件可布置的柱帽形式有 5 种：锥形柱帽+矩形托板、锥形柱帽、矩形托板、锥形柱

帽+锥形托板、矩形柱帽+矩形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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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柱帽定义

《高规》8.1.9 条：“板柱-剪力墙结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4 无梁板可根据承载力和变形要求采用无柱帽（柱托）板或有柱帽（柱托）板形式。

柱托板的长度和厚度应按计算确定，且每方向长度不宜小于板跨度的 1/6，其厚度不宜小

于板厚度的 1/4。7 度时宜采用有柱托板，8 度时应采用有柱托板，此时托板每方向长度

尚不宜小于同方向柱截面宽度和 4 倍板厚之和。托板总厚度尚不应小于柱纵向钢筋直径

的 16 倍。”

图 2.4.3 柱帽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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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自动将柱帽处的梁设置成加腋梁

建模退出时，用户可选择是否将和柱帽相连的暗梁设置成加腋梁，为的是考虑柱帽

的因素按照加腋梁计算和配筋。加腋的长度尺寸取柱帽或柱帽加托板的长方向和梁交界

处，加腋的高度取柱帽+托板+板厚-梁高。

可在建模中看到自动形成的加腋梁，如果柱帽被删除，加腋梁在退出建模时，会自

动删除梁加腋。

在建模退出时，设置了选项“柱帽处自动生成梁加腋”，如果用户不希望设置这种

梁的加腋，可对该参数不勾选。

二、上部结构计算

上部结构计算时，对于无梁楼盖部分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无梁楼盖板设置弹性板 3 或弹性板 6

对无梁楼盖板应设置成弹性板 3 或者弹性板 6，并勾选参数“梁与弹性板变形协调”。

对无梁楼盖板按照弹性板 3 或者弹性板 6 计算，这种计算模式将使楼板和梁变形协

调，共同承担荷载。弹性板 3 不考虑板的面内变形，仅能考虑面外刚度；弹性板 6 是壳

元模型，既可考虑板的面内、又可考虑板的面外变形。不能选择弹性膜模型，因为弹性

膜仅有面内刚度，没有面外刚度。

为了保证弹性板与梁变形协调，应勾选参数“梁与弹性板变形协调”，这样梁的中

间节点和板的中间节点是联系在一起工作的。但是，如果不勾选这个参数，板只在梁端

节点和梁连接，不能发挥出板和梁共同工作的能力。

2、计算参数的弹性板荷载计算方式应选择有限元方式

计算参数的弹性板荷载计算方式有两个选项：平面导荷方式和有限元计算方式。平

面导荷方式就是以前的处理方式，作用在各房间楼板上恒活面荷载被导算到了房间周边

的梁或者墙上，在上部结构考虑弹性板的计算中，弹性板上已经没有作用竖向荷载，起

作用的仅是弹性板的面内刚度和面外刚度，这样的工作方式不符合楼板实际的工作状况，

因此也得不出弹性楼板本身的配筋计算结果。

有限元方式是在上部结构计算时，恒、活面荷载直接作用在弹性楼板上，不被导算

到周边的梁墙上，板上的荷载是通过板的有限元计算才能导算到周边杆件。这样的工作

方式与第一种方式相比有两个主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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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经有限元计算板上荷载不仅传到周边梁墙，也同时传给柱，换句话说柱的受力

增加，梁承受的荷载将减少。特别是平面导荷方式传给周边梁墙的荷载只有竖向荷载，

没有弯矩，而有限元计算方式传给梁墙的不仅有竖向荷载，还有墙的面外弯矩和梁的扭

矩，对于边梁或边墙这种弯矩和扭矩常是不应忽略的；

二是既使弹性板参与了恒、活竖向荷载计算，又参与了风、地震等水平荷载的计算，

计算结果可以直接得出弹性板本身的配筋。

有限元方式适用于无梁楼盖、厚板转换层等结构，可在上部结构计算结果中同时得

出板的配筋，在等值线菜单下查看弹性板的各种内力和配筋结果。注意为了查看等值线

结果，在计算参数的结构总体信息中还应勾选“生成绘等值线用数据”。

图 2.4.4 无梁楼盖等值线图

3、与柱帽相连的梁按照加腋梁设计

为了考虑柱帽的有利因素，软件自动将和柱帽相连的梁设置成加腋梁，因此在上部

结构计算中这些梁是按照加腋梁计算和配筋的。

在这些梁的配筋结果文件中，可以看到加腋的尺寸等信息。

有柱帽时，各层计算结果简图中将画出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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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计算结果中柱帽简图

4、柱对板的冲切计算

对于和无梁楼盖相连的柱，或者上边布置了柱帽的柱，软件自动补充柱的冲切计算。

如果没有柱帽，软件判断无梁楼盖的标准是柱上所有梁的高度不大于板厚。

柱的冲切计算考虑了上部结构计算中所有的荷载组合，有柱帽时冲切计算包括柱对

柱帽、柱帽对板的冲切计算；无柱帽时冲切计算就是柱对板的冲切计算。

冲切计算时，冲切力为柱顶的轴力减去冲切锥范围内的板的荷载，砼强度等级取板

的强度等级。

对于柱帽冲切计算的人防荷载组合采用人防规范相关公式进行，这样避免了人防荷

载组合下柱帽或托板总计算不过、必须采用过大尺寸的问题。

当冲切计算不够时给出抗冲切箍筋。

在柱的计算配筋结果文件中，做了冲切计算的柱将输出冲切计算的相关内容和结果，

它们在每根柱配筋文件的后面部分。柱的冲切计算结果如需要配置箍筋，所输出的抗冲

切箍筋面积为单边一个箍筋间距内的箍筋总面积，箍筋间距同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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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柱冲切结果以及验算

在计算结果的柱轴压比菜单下，设置了专门的“柱冲切”菜单，专门输出柱的冲切

计算结果简图，在柱上标注的三个数字分别为柱根、柱帽、托板处的冲切计算结果，为

冲切力和抗冲切力的比值，小于 1 时满足要求。

图 2.4.7 柱根、柱帽、托板处的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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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梁楼盖的楼板配筋设计

图 2.4.8 无梁楼盖菜单

无梁楼盖的楼板配筋设计在楼板施工图中完成。软件可对无梁楼盖按照细分的有限

元法计算，并按照柱上板带和跨中板带方式给出计算结果和画施工图。

1、定义板带

楼板施工图中设置了无梁楼盖菜单，菜单的第一项是定义板带。操作是用多边形围

区定义需要按照无梁楼盖设计的部分，随后，软件把框出部分自动划分出柱上板带和跨

中板带。

柱上板带和跨中板带是靠自动穿串生成的，软件在用户划定的多边形区域内，沿着

柱间布置的虚梁、梁或墙穿串，位于同一直线的形成一个柱上板带或跨中板带，每个板

带记录他的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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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带定义的过程支持多次操作，不同围区定义的板带分别生成各自范围内的板带。

有时需要把自动生成的一条板带分成几段，可以分多次围区定义这条板带范围，以达到

板带分段的目的。

软件将按照板有限元方式计算无梁楼盖，而且按照柱上板带和跨中板带方式给出内

力和配筋。

定义板带后，软件在计算简图中对柱上板带按照灰白色的一对平行双虚线表达，而

对跨中板带按照一条粉色单虚线表达。

图 2.4.9 无梁楼盖板带定义

如果没有进行这一步，则软件将无梁楼盖仍然按照普通楼板方式设计。普通楼板的

计算方式主要分为手册法和有限元法，有限元法还区分为是否考虑梁的弹性变形。即便

对无梁楼盖按照考虑了梁弹性变形的有限元法计算，但是配筋方式仍保持普通楼板方式，

即按照房间的跨中和支座分别画出钢筋的方式，不能给出柱上板带、跨中板带的配筋方

式。

软件自动生成柱上板带。自动生成的柱上板带的宽度可有三种取值方法，一是按照

板带间宽度的 1/4，二是按照柱帽的宽度取值，三是对前两种方式的结果取大。在计算参

数中由用户选择取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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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0 柱上板带宽度取值

软件在下列位置生成柱上板带

1）沿着梁高不大于楼板厚度的梁；

2）梁高虽然大于板厚，但是梁两端布置了柱帽的梁；

3）墙上没有梁，但墙两端有柱，且柱上布置有柱帽。

软件对以墙为支座的楼板，或梁高大于板厚的梁处不生成柱上板带，对于没有柱上

板带的楼板仍然按照普通楼板的方式计算和配筋。因此，无梁楼盖的柱上板带跨中板带

配筋方式和普通楼板的配筋方式可以同时在一层平面上同时设计和绘图。
2、按有限元方式计算楼板

对无梁楼盖应按有限元方式计算楼板，软件考虑了柱帽影响，即在柱帽处的单元按

照柱帽+楼板厚度计算和配筋。

应设置为考虑梁的弹性变形，否则计算不出无梁楼盖的受力状态。

由于梁高与板厚一致形成重叠，为避免造成无梁板计算刚度被放大，板有限元计算

时忽略了梁的截面刚度。

计算前必须在计算参数中勾选计算方法采用有限元算法和考虑梁弹性变形。

图 2.4.11 无梁楼盖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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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定义了板带但是没有勾选这两个参数，软件将给出提示并自动按有限元计

算。

图 2.4.12 提示计算

软件隐含的单元尺寸为 0.5 米，其计算精度已经足够高。每次计算一整个楼层的所

有楼板。

在计算后的计算结果显示菜单中，用户可通过等值线方式和显示各单元内力方式查

看有限元计算结果。

图 2.4.13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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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区域给出弯矩配筋

对于无梁楼盖的计算结果，不再按照普通楼板结果输出方式，而是按照柱上板带、

跨中板带的分区输出，为的就是按照平法标准图的柱上板带、跨中板带方式出图。

对于计算结果的配筋面积、楼板弯矩，软件将按照如下的分区输出：

1）柱帽或柱上板带相交区域，这部分受力最大，标注板上部 2 个方向的计算结果；

2）柱上板带区域，对每一跨柱上板带，软件在扣除柱帽的净跨范围内挑出各单元的

最大值，分别标注当前跨的板带上、板带下 2 个值，它们是沿着板带方向的数值；

3）跨中板带区域，这里标注 2 个方面的内容

A、跨中板带中间区域板底部、板顶部结果，这是从周边扣除柱上板带以后剩余的区

域，给出沿板带方向的板带上、板带下 2 个数值；

B、跨中板带支座区域，这是垂直于柱上板带方向的板顶的结果，其计算区域是柱上

板带在两个柱帽或柱上板带相交区域之间的部分，标注方式与普通楼板的支座钢筋相同。

注意板配筋结果表示的是每米的计算钢筋。

图 2.4.14 无梁楼盖计算配筋

4、操作步骤

分为 3 步：

1）执行无梁楼盖菜单的第一项，定义板带；

2）执行计算菜单进行楼板有限元计算，之前需将计算参数调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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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计算结果。

四、无梁楼盖板施工图

按照平法标准图的柱上板带、跨中板带方式出图

分为 3 个区域配筋：

1、柱上板带，按照用户设置的贯通筋参数沿各跨布置贯通连续钢筋，双层，并在第

一跨标注。当某跨的计算值大于贯通筋面积时，会在不满足配筋要求的跨中标注出附加

钢筋。操作无梁楼盖菜单下的子菜单“标注板带”即可标注出柱上板带。

图 2.4.15 柱上板带贯通筋布置

2、柱帽或柱上板带相交处，根据减去柱上板带贯通筋的剩余部分计算面积配置，钢

筋长度为柱上板带宽度+2*20d。这部分钢筋也可称为柱上板带的非贯通筋。操作无梁楼

盖菜单下的子菜单“标注柱帽”即可标注柱帽处的钢筋。

图 2.4.16 柱上板带贯通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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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7 柱帽处的配筋

3、跨中板带，这部分包括 2 种钢筋：

（1）扣除柱上板带的剩余部分

该部分设置了两种画法：

第一种画法是对跨中板带也按照平法标准图的板带方式出图，在无梁楼盖参数中设

置跨中板带相关参数：根据柱上板带自动生成跨中板带，如果勾选，软件将在柱上板带

平行的方向上同时生成跨中板带。操作“标注板带”菜单时同时也标注了跨中板带。

图 2.4.18 跨中板带生成选项设置

第二种画法是用集中标注方式画图和修改，如果不勾选如上参数，软件没有生成跨

中板带时的画法，它普通房间板画钢筋方式相同。因此操作的菜单就是集中标注的系列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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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9 跨中板带贯通筋布置区域和方向

（2）在柱上板带垂直布置的非贯通钢筋，用原位标注方式画图和修改，和普通房间

画图的支座负筋类似，操作的菜单就是原位标注系列菜单。

图 2.4.20 跨中板带非贯通筋布置区域和方向

图 2.4.21 跨中板带非贯通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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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板带取整体模型下弹性板的配筋结果

上部结构计算给出了弹性板的计算结果，如果计算时考虑了板的协同作用定义了弹

性板 6，且弹性板导荷方式选用有限元方式，此计算结果就可以代表无梁楼盖的柱上板带

以及跨中板带的配筋结果。由于上部结构计算中不仅考虑恒活竖向荷载，还考虑了风、

地震等水平荷载工况或者温度荷载和组合，因此整体模型下弹性板的计算结果更全面。

为此，YJK 在楼板施工图的无梁楼盖有限元计算中设置了参数，可直接取用上部整

体计算时的弹性板的等值线结果。

图 2.4.22 柱上板带顶部配筋

图示为楼板的计算参数下的无梁楼盖参数中，板带配筋取整体计算结果的选项。勾

选取整体计算结果后，软件将读取上部结构计算结果中柱上板带、跨中板带对应位置的

计算结果。

在柱上板带配筋取整体计算结果后，柱上板带的配筋即可代表暗梁的配筋，因此，

不必再在梁的施工图菜单下单独画暗梁的配筋图。

在无梁楼盖施工图的说明部分增加了一条：沿柱上板带中心位置设置暗梁，暗梁宽

度为柱宽两侧各加 1.5 倍板厚，暗梁上部钢筋取柱上板带的 50%，暗梁下部钢筋为其上

部钢筋的 1/2，且设置矩形箍筋。如果整体计算时柱上板带位置已经布置有暗梁，则可参

考其箍筋结果。这条的做法就是为了满足《高规》8.2.4 的相关要求。

六、无梁楼盖等代框架梁法计算

2.0.0 版本对无梁楼盖增加等代框架梁计算方法。软件按照《混凝土升板结构技术标

准》GB/T 50130-2018 的相关条文编制。

在无梁楼盖参数中增加的参数控制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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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3 无梁楼盖等代梁法计算参数控制

1、等代梁法技术条件

《混凝土升板结构技术标准》GB/T 50130-2018 的 4.2.1 条：“提升阶段，板的自重

和施工荷载效应可采用等代梁法计算。采用等代梁法计算板的纵横两个方向的弯矩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1 等代梁的计算跨度应取柱中心线之间的距离，计算宽度应取垂直于

计算跨度方向的两相邻区格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09《防空地下室》3.8.9-3 条：“当采用等代

框架法时，等代框架梁的计算宽度取垂直于计算跨度方向的两相邻区格中心之间的距离，

计算中纵横两个方向均应承担全部荷载。”

软件作法：

① 等代梁高度取左右楼板平均高度，宽度取左右楼板总宽度的一半，异形楼板取外

接矩形计算。

② 等代梁荷载按板边所有与等代梁同方向的梁的总长度平均分配（另一方向不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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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4 等代梁划分

等代梁宽度 B 各取左右（或上下）楼板宽度的一半作为该等代梁的宽度；不勾选“等

代梁跨度考虑柱帽的折减”时等代梁的计算跨度取 L0 取柱中心之间的距离；等代梁的荷

载以 CD 间的房间 M 为例，房间 M 上的总荷载为 N（KN），最终作用在等代梁 1 的 CD

跨上的荷载为 N/(a+b) KN/m。

按照《混凝土升板结构技术标准》GB/T 50130-2018 的 4.2.2 条：

平板和空心板的等代梁弯矩设计值，可按表 4.2.2 的比例分配给柱上板带和跨中板

带，在总弯矩不变的条件下，也可将柱上板带负弯矩的 10％分配给跨中板带。

2、等代梁法计算无梁楼盖的流程

（1）围区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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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终的无梁楼盖结果输出仍是按照板带的格式输出的，所以仍需要先围区板带

生成板带的信息。

（2）等代梁自动划分

等代梁自动划分时程序会根据平面的角度判断生成等代梁的方向，一般情况下以 x

方向生成等代梁分组 1（橙色），y 方向生成等代梁分组 2（紫色）。

如果结构平面与整体坐标系的 x 方向有夹角时程序没法自动生成等代梁，此时显示

没有分组的等代梁为红色，需要用户手动指定，指定时的操作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在指

定时可以选择等待梁的方向，同时还可以勾选“与选择梁夹角小于多少度的梁自动归属

相同组”。

图 2.4.25 等待梁手动指定

（3）计算
等待梁方向划分完成后，在参数中勾选等代框架梁法计算并设置好相关弯矩的分配

系数，即可进行计算。
（4）结果查看
等代梁法最终的结果输出格式同一般计算方法下的无梁楼盖结果输出，最终都是以

板带结果来显示。但是用户可以查看等代梁的弯矩结果，并按照分配系数去复核板带的
结果是否正确。

①等代梁弯矩结果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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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6 等待梁弯矩计算结果查看

② 最终无梁楼盖的计算结果

以内跨为例，柱上板带宽度为 3.6m，跨中板带宽度为 4.4m，如下所示分别为等代

梁的弯矩及分配到柱上及跨中板带的结果：

图 2.4.27 无梁楼盖计算结果输出

柱上板带支座截面负弯矩：873.8*0.75/3.6=182.04 KN.m/m 与计算结果一致；

跨中板带支座截面负弯矩：873.8*0.25*0.5/4.4+436.9*0.25/4.4=49.65 KN.m/m 与

计算结果一致；（注：对于跨中板带而言，是由该板块两侧两个等代梁的弯矩共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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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中位置的等代梁在上下板上各贡献一半，边跨位置的等代梁分配弯矩值全部贡献

给相邻板。）

柱上板带跨中正弯矩：438.2*0.55/3.6=66.95 KN.m/m 与计算结果一致；

跨中板带跨中正弯矩：438.2*0.45*0.5/4.4+219.1*0.45/4.4=44.81 KN.m/m 与计算

结果一致。

柱上板带跨中部分“板带上”的弯矩确认，将该跨等代梁均分成 9 个截面，将两端

的截面内力作为柱上板带支座（即柱帽）处的弯矩，将第二个截面上对应的内力作为柱

上板带跨中部分的板带上弯矩。

注意：由于等代框架法按 GB／T 50130-2018 的 4.2.1 条“等代梁的计算跨度应取柱

中心线之间的距离，计算宽度应取垂直于计算跨度方向的两相邻区格板中心线之间的距

离”，相当于荷载取值大了一倍，因此等代框架法计算出的无梁楼盖配筋将明显增大。

七、常见问题
1、计算简图中所标出的柱上板带的计算结果（弯矩和计算面积），是每跨自己的，还是
连续各跨中的最大值？

计算简图中柱上板带各跨所标注的计算结果，各跨表示各自的计算结果。

2、计算简图中所标出与支座平行的计算结果（弯矩和计算面积），具体含义是什么？

计算简图中所标注的计算结果，除柱上板带的计算结果外，在每一跨的中部同时还

有一个与支座平行的文字（如下图），其表示板顶部与此支座（板带）垂直方向跨中板

带支座区域的计算结果，标注方式与普通楼板的支座钢筋相同。

图 2.4.28 跨中板带支座区域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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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简图中所标出与支座平行的计算结果（弯矩和计算面积），是柱上板带扣除柱帽
范围后所有节点的最大值吗？

计算简图中所标注的计算结果，除柱上板带的计算结果外，在每一跨的中部同时还

有一个与支座平行的文字，其表示板顶部与此支座（板带）垂直方向的计算结果。

该计算结果程序默认是取柱上板带扣除柱帽范围后所有节点的最大值。但在柱帽边

缘附近，相邻单元厚度相差较大，也会造成局部的应力集中现象，因此应忽略距离柱帽

边较近单元的异常结果。

忽略此应力集中的范围，在楼板计算参数中可交互设置，程序默认为 0.4 米。

图 2.4.29 应力集中处理范围

4、柱上板带的计算结果当边支座为墙时，边跨的计算结果较其它跨大许多，为什么？

无梁楼盖的边支座为外墙时，如果墙端节点没有布置柱帽，那么该边跨的计算结果

相对其它跨就会大一些。原因是对于边跨仅在其内侧布置了柱帽，靠墙的外侧没有柱帽，

该跨板带只能扣除内侧一端柱帽范围，外端墙节点由于没有布置柱帽，程序取用的是靠

近梁端的弯矩和配筋，梁端弯矩配筋要比柱帽边大得多，因此该跨计算结果就会偏大。

可采用在墙端节点布置柱帽或墙上布置暗梁，形成有效的柱帽范围来解决。
5、同轴线上连续的柱上板带，如何实现分段配筋？

如果同轴线上连续的板跨，需要分段按不同的板带配筋，就需要在定义板带时，分

不同的围区选择分次选择。不同的选择范围，仅生成本次选择围区内的柱上板带。不同

批次的选择范围，互不影响。
6、标注柱帽钢筋后，钢筋超出柱帽范围一定长度，这个长度是多少？

考虑到柱帽钢筋在板内需要有一个锚固，因此柱帽钢筋在施工图中每端超出柱帽范

围 20d。
7、无梁楼盖的跨中板带，板顶部为什么总有计算钢筋？

无梁楼盖的跨中板带，板顶部钢筋是程序按计算配筋面积以及按最小配筋率确定构

造钢筋面积的较大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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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计算参数中边缘梁已经按简支考虑了，为什么跨中板带在此处仍有弯矩？

无梁楼盖在计算时，程序要求勾选“楼板有限元计算时，考虑梁弹性变形”参数。

选择此参数后，在有限元计算时，梁板之间是按真实的刚度和约束条件计算，交互修改

（或参数定义）的边界条件就不再起作用了。因此，在计算结果显示时，跨中板带在此

位置仍有弯矩和配筋。

图 2.4.30 计算弯矩

9、整体结构计算的弹性楼板结果与楼板施工图中计算结果，相差较大，为什么？

i、整体结构计算弹性楼板的计算模型与楼板施工图中的计算模型不同。

整体计算时，是全楼模型，所有的构件都参与计算，同时荷载工况全面，包括了水

平荷载及温度荷载等。

楼板施工图中的计算模型，仅是楼板模型，不包含其它构件，如柱、墙等竖向构件，

荷载工况只包括恒载、活载、人防三种工况。

ii、暗梁处理方式不同。

如果柱上板带位置是按暗梁方式建模，则在整体结构计算时，不仅包含了弹性板的

刚度，同时也包含了暗梁的刚度。而在楼板计算模型中，则忽略了暗梁刚度，只保留弹

性板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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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上板带位置按虚梁方式建模，整体结构计算与楼板计算均忽略虚梁的刚度，两者

在相同工况下的计算结果接近。

10、无梁楼盖采用有限元算法并勾选“人防、消防车荷载采用塑性算法”时的结果，与
未勾选该项时的计算结果一样。

由于塑性算法只适应于普通的矩形板，所以“对人防荷载、消防荷载采用塑性算法”

选项仅对普通楼板计算起作用，对无梁楼盖中的楼板计算不起作用。

第五节 楼板内力配筋计算的技术条件

一、楼板内力计算

按照由主梁或墙围成的每一板块为单元进行板的弯矩计算和配筋。房间内布置了按

照次梁菜单输入的次梁时，板计算也考虑了次梁的支撑作用。

板的边界约束设定：对于板板相连的中间跨程序按照固端计算，对于边跨跨端时，

程序隐含按简支计算。程序设菜单可以人工修改边跨跨端或其它部位的支座约束定义。

楼板内力计算结果以弯矩图和剪力图显示。每块板显示跨中正交两个方向的弯矩值，

显示板周边每根梁墙支座上支座弯矩值。

1、手册算法

这里的手册算法是指按《建筑结构静力计算手册》中板的弹性薄板算法。

计算对象是矩形楼板，或者按照比例参数可近似等效为矩形的非矩形板，对于双向

板必须是四边均为固接支座。计算时分别按矩形板（单向板、双向板）和非矩形板进行

计算，考虑每一板块四周的支承条件和梁墙的偏心状况。

《砼规》（GB 50010－2010）9.1.1 条规定

混凝土板应按下列原则进行计算：

1.两对边支承的板应按单向板计算；

2.四边支承的板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不大于 2.0 时，应按双向板计算；

2）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大于 2.0，但小于 3.0 时，宜按双向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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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不小于 3.0 时，宜按沿短边方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并应

沿长边方向布置构造钢筋；

因此，程序对单向板与双向板的判断按照该条，即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不小于 3.0

时，按沿短边方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

单向板的内力计算按以下情况考虑：

两端铰支时， M g中 
1
8

12 ，

一固一铰时，
21

128
9 gM 中

，

21
8
1 gM 支

。

两端固定时，
21

24
1 gM 中

，

21
12
1 gM 支

。

单向板的计算公式是弹性计算公式。

对双向板（长边/短边<3）：按《建筑结构静力计算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弹性理论计算所得弯矩，未考虑板的塑性影响。

对于规则的钢筋混凝土板，由于在静力计算手册中有较为准确的解，因此程序对于

此种类型的板，直接采用静力手册中提供的弯矩系数和挠度系数，以简化计算过程。

静力手册中的结果是根据弹性薄板理论采用了单重的正弦三角级数展开式的解答形

式，这种形式的三角级数展开式有很好的收敛性。同时为了使表中的系数与理论解的误

差控制在容许的范围之内，在无穷三角级数的展开式中，对于对称的三角级数展开式保

留了前 21 项，对于非对称的三角级数展开式保留了前 41 项。

静力手册表中列出的一些最大弯矩与最大挠度的系数，是按一定间距选择一些点，

依次计算各点的弯矩与挠度系数，将其中最大的一个作为理论的最大系数值的近似值。

显然，这样给出的最大系数与理论的最大系数值有一定的差别，但在一般的工程设计中

可以采用。

对于板四边边界不含自由边的板，表中仅列出了泊松比  =0 的弯矩系数与挠度系

数。当 值不等于零时，其挠度及支座中点的弯矩仍可按这些表求得。根据《砼规》第

4.1.5 条之规定，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泊松比 =0.2，因此当计算板的跨中弯矩时，可按下

式求得：选择一些点，依次计算各点的弯矩与挠度系数，将其中最大的一个作为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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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系数值的近似值。显然，这样给出的最大系数与理论的最大系数值有一定的差别，

但在一般的工程设计中可以采用。
yxx MMM  )(

xyy MMM  )(

其中混凝土泊松比  =0.2。

程序中板的计算跨度取两个方向的较小值。每个方向的跨度取相应方向支座杆件中

心线之间的距离。

对于不符合这节计算条件的如非矩形板等，程序调用有限元法计算。

2、塑性算法

板的塑性计算方法是按照《建筑结构静力计算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4）

中板的极限平衡法计算四边支承板，这种算法在某些设计单位中采用。该方法所采用的

计算假定如下：

1）假定板为四边支承的正交异性板；

2）假定板在极限荷载作用下发生破坏，在板底或板面的裂缝形成了塑性铰线体系；

3）在极限平衡条件下，同整个板的塑性变形相比，被塑性铰线切割成的若干块小节

板的弹性变形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假定各小节板均为不变形的刚片。

4）对于板在极限荷载作用下所形成的塑性铰体系，根据虚功原理求其极限承载力，

即在任一微小虚位移下，外力所作的功之和恒等于内力所做的功之和。

计算参数中用户需填写“支座与跨中弯矩比值”，程序采用查表法求板的内力。

计算对象是矩形的双向楼板（长边/短边  2），且周围的边界不存在自由边的情况。

对于选择了塑性算法，但长宽比大于 2 的规则矩形板或异形板，程序自动转换为弹性算

法，按查表的方法或有限元的方法计算相应内力。

3、有限元算法

对非矩形的不规则板块，或者含有非固端支座的双向板板块程序自动调用有限元方

法计算该块板，程序对这种板块自动划分单元并接着计算内力和配筋。

在计算参数的板计算方法中设置了“有限元方法”选项，勾选此项程序将把全层的

所有楼板板块都按照有限元算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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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算法是楼板的准确算法，由于本程序具有较强的有限元计算分析能力基础，

对楼板也提供了这种算法。对于前两种的手册算法和塑性算法来说，各板块是分别计算

其内力，不考虑相邻板块的影响，因此对于板跨不同或荷载不同的房间中间支座两侧，

其弯矩值常常差距较大，对于跨度相差较大或荷载相差较大的情况，这种不平衡弯矩会

更为明显。由于支座负筋是按照支座两侧较大弯矩值选配的，其配筋结果常常偏大而不

合理。

而有限元算法计算时保持相邻楼板计算协调，因此能考虑相邻板块的影响，其支座

两侧弯矩是相同的，而且常比两侧板分别计算得出的值小很多，这样算出的配筋是经济

合理的。

另外有限元算法还可考虑斜板等复杂楼板情况。

程序对全层楼板自动划分单元，计算时间稍长。但是程序对楼板采用分区技术，忽

略相距较远板块影响，即便是体量较大的平面也会计算较快，并且不管采用多么小的单

元精细计算，容量也不会受限。

注意不论用户是否选择“有限元方法”，程序对于非矩形的不规则板块，或者含有

非固端支座的双向板板块仍固定地按照有限元法计算，只是各板块是分开分别计算的。

在楼板的计算结果菜单中设置有“有限元网格划分图”菜单，可以显示采用有限元

计算的各单个板块或整个楼层的有限元自动划分的结果。

4、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

为了考虑矩形楼板各板块间活荷载的不利布置，程序采用了《建筑结构静力计算手

册》（1974 年版）第四章第一节（四）中介绍的连续板实用计算方法，这是一种将活荷

载在各房间间隔交叉布置，以求得较大跨中弯矩的一种方法。该法一般适用于等跨区格

连续板。

在“修改楼板配筋参数”中，有“是否采用连续板跨中弯矩算法（用/不用）的选项。

就是指是否采用这一种算法。

5、非矩形板块的近似计算

这里指的是采用手册算法或塑性算法时，对于可近似于矩形板块的非矩形板块的近

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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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面布置的需要，有时候在平面中存在这样的房间，它们是与规则矩形房间很

接近的非矩形房间，如矩形房间的局部切去一个小角、或矩形房间的某个角部局部凹进、

或矩形房间某一条边是一条接近于直线的圆弧线，等等如图所示。

对于这样的房间，如果按照非矩形楼板计算，由于程序对非矩形板采用有限单元法

计算可能出现应力集中、内力突变等情况。考虑到这种异常属于理论上的结果，与楼板

的弹塑性特征不一定相符。在传统的工程实践中，如果这种局部的不规则占的比例很小，

设计人员常常将它们按照矩形楼板计算，从而忽略了局部变化的影响。

程序将非矩形板与其相似的矩形板的相差程度作为用户可以控制的一个参数，程序

取隐含值为 0.15。

如图中所示，采用近似计算功能后，所有板的内力计算与最左侧矩形板的结果一致。

图 2.5.1 楼板近似计算示意图

6、楼板计算的其它情况

1）悬挑板的计算

在建立模型时，悬挑板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沿网格线全长布置，外挑的长度不变，

整个悬挑板是一块规则的矩形板，第二种是沿网格线局部布置，外挑的长度可能有变化，

整个悬挑板是一块不规则的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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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在对悬挑板做内力计算时，首先求出悬挑板的最大挑出长度（从梁边算起），

然后根据悬挑板上的恒载和活载，计算出悬挑板根部弯矩的大小，再根据弯矩及悬挑板

厚度计算出悬挑板的配筋等。

需要说明的是，只要在网格上布置有悬挑板，不管悬挑板是沿网格全长还是沿网格

局部布置的，程序首先求出整个悬挑板上作用的荷载总值后，然后将其直接转换为整个

支座单位长度上的均布垂直荷载，同时在此处忽略了悬挑板对支座所产生的扭矩。

2）次梁的影响

当在房间内布置有次梁时，由于次梁的存在，会把房间重新划分为几个较小的子房

间。对于有次梁的房间，程序在做板内力计算时，是按照各个子房间分别计算的。对于

布置有次梁的房间，该板块的板底正筋取各个子房间板底钢筋的大值，次梁支座负筋取

次梁两侧各子房间的大值。

3）洞口的影响

程序在对楼面恒活荷载的统计计算时，将扣除楼板洞口范围内的楼面均布恒活荷载。

但是，在对楼板本身的内力计算时，程序是按照忽略了洞口的板计算的，即内力计算不

考虑楼板洞口的影响。这样如果两块楼板的形状、面积、荷载完全相同，其中一块布置

了很大的洞口，而程序对两块楼板的内力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当楼板采用有限元法计算楼板内力时，是可以考虑楼板开洞影响的。

4）坡屋面楼板

在楼板内力计算中选择非有限元法时，其计算跨度按垂直投影长度计算，对于斜板

的面荷载方向按荷载输入作用方向采用（一般为竖向）。但如果需要由程序计算板自重

时，程序会按斜板计算。

在楼板内力计算中选择有限元法计算时，程序按照实际的斜板计算。但如果该斜板

不共面，程序仍将按照其水平投影面计算。

5）自由边界板的计算

楼板的边界条件除了常见的固定边界和简支边界之外，有时会出现板三边约束一边

自由的情况。对于这种板，在建模时应在自由边布置一道虚梁（100mm100mm）,这

样才能正确生成楼板，然后在其板上布置面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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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板施工图程序中，应修改虚梁所在位置的边界条件，使其边界条件为“自由边

界”。对于含有自由边界的楼板，程序在做内力计算时是按有限元的方法计算板内力的。

7、板周边支座无竖向位移的基本假定

楼板无论是固定端和简支端均不考虑支座的竖向变形，即板的支座在竖向没有位移。

这种假定是根据传统的设计习惯，因为在钢筋混凝土楼板设计方面，无论国内国外，无

论过去手工计算还是现在的计算机计算，这是在绝大多数建筑设计工程中都采用的基本

假定。

这是一种近似的假定，因为实际上支撑楼板的墙、特别是梁构件是存在竖向变形的，

这种变形对板的计算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很小。墙的竖向变形很小，其影响

可以忽略。对于大多数尺寸的楼板，梁的刚度相对较大，梁的竖向变形对楼板内力会造

成一定的影响，但从工程应用角度仍然可以忽略。

8、楼板中虚梁的使用

由于楼板和房间必须由梁或墙围区闭合而成，当由实际的梁或墙不能生成设计需要

的楼板时，用户可以使用虚梁作为辅助手段来正确地划分楼板。虚梁的截面尺寸应取

100mm100mm 或更小，程序会将这种尺寸的梁自动识别为虚梁。虚梁自身不参与设

计。虚梁的定义和布置与普通梁相同。

虚梁的作用是控制房间的形状、帮助有限元分析程序划分单元和确定网格边界、坡

屋面下沿处（封口梁）的荷载传递。

虚梁在结构平面布置图、梁的平法施工图中不画出。

二、配筋设计
1、计算综述

在计算板的内力（弯矩）以后，程序取相应位置 1 米的板带作为计算单元，再根据

相应的计算参数，如钢筋级别，设定的最小配筋率等计算出相应的钢筋计算面积。根据

计算出来的钢筋面积，再依据钢筋级配库选取实配钢筋。对于实配钢筋，如果选择“按

裂缝宽度调整”的话，则继续做板的裂缝验算，如果验算后裂缝宽度满足要求，实配钢

筋不再重选，如果裂缝宽度不满足要求，则放大配筋面积（5%），重新选择实配钢筋再

做裂缝验算，直至满足裂缝宽度要求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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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程序初选出的实配钢筋，只能作为楼板设计的基本钢筋数据，其与施工图中的最

终钢筋数据有所不同。基本钢筋数据主要是指通过内力计算确定的结果，而最终钢筋数

据应是基本钢筋数据为依据配置，但可能会被修改或者执行拉通（归并）等操作。如果

最终的钢筋数据是经过基本钢筋数据修改调整而来，再次执行自动计算则钢筋数据又会

恢复为基本钢筋数据。

板的计算弯矩和钢筋面积以及由程序自动选出的钢筋直径、间距均标在平面简图上，

可供用户审核修改。

2、配筋构造

1）楼板厚度

《砼规》（GB50010-2010）9.1.2 条规定：

9.1.2 条 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的厚度不应小于表 9.1.2 规定的数值。
表 2.1 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的最小厚度(mm)

板的类别 最小厚度

单向板

屋面板 60

民用建筑楼板 60

工业建筑楼板 70

行车道下的楼板 80

双向板 80

密肋楼盖
面板 50

肋高 250

悬臂板
（根部）

悬臂长度不大于 500mm 60

悬臂长度 1200mm 100

无梁楼板 150

现浇空心楼盖 200

从该条可以看出，楼板包括悬挑板的厚度不宜过小。程序中楼板厚度使用用户指定

的，但程序对楼板厚度没有作是否过小的检查。

2）最小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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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规》（GB50010-2010）8.5.1 条规定：

8.5.1 条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不应小于表 8.5.1 规定

的数值。
表 2.2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受力类型 最小配筋百分率

受压构件
全部纵向钢筋（不同强度等级） 0.5、0.55、0.6

一侧纵向钢筋 0.2

受弯构件、偏心受拉、轴心受拉构件一侧的受拉钢筋 0.2 和 45ft/fy 中的较大值

注：

1、受压构件全部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当采用 C60 以上强度等级的混凝土时，应按表中
规定增大 0.10；

２、板类受弯构件（不包括悬挑板）的受拉钢筋，当采用强度等级 400MPa、500MPa 的钢筋
时，其最小配筋百分率应允许采用 0.15 和 45ft/fy 中的较大值；

3、偏心受拉构件中的受压钢筋，应按受压构件一侧纵向钢筋考虑；

4、受压构件的全部纵向钢筋和一侧纵向钢筋的配筋率以及轴心受拉构件和小偏心受拉构件一侧
受拉钢筋的配筋率应按构件的全截面面积计算；

5、受弯构件、大偏心受拉构件一侧受拉钢筋的配筋率应按全截面面积扣除受压翼缘面积
(b'f-b)h'f 后的截面面积计算；

6、当钢筋沿构件截面周边布置时，"一侧纵向钢筋"系指沿受力方向两个对边中的一边布置的纵
向钢筋。

从该条文可以看出，楼板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为 0.2 和 45ft/fy 中的较大值。程序中

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也是按此条执行的。当楼板钢筋强度等级满足注中第 2 条的要求时，

楼板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执行注中的内容。

3）受力钢筋

《砼规》（GB50010-2010）9.1.3 条规定：

9.1.3 条 板中受力钢筋的间距，当板厚不大于 150mm 时不宜大于 200mm；当板

厚 h 大于 150mm 时不宜大于板厚的 1.5 倍，且不宜大于 250mm。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造手册》（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主编，第三版）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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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钢筋最小直径、最大间距规定如下：

表 2.3 板钢筋最小直径、最大间距
受力钢筋的直径（mm）

项次 直径

支承板 悬臂板

板厚(mm) 悬出长度(mm)

h＜100 100≤h≤150 h＞150 l≤500 l＞500

1 最小 6 8 10 8 8

2 常用 6～10 8～12 10～16 8～12 8～12

受力钢筋的间距（mm）

项次 间距 板厚 h≤150mm 板厚 h＞150mm

1 最大 200 1.5h 及 250 中的较小值

2 最小 70 70

程序中受力钢筋最小直径及最大间距：

板厚＜100 时，最小直径取 6mm，最大间距取 200mm；

板厚  100 且≤150 时，最小直径取 8mm, 最大间距取 200mm；

板厚＞150 时，最小直径取 10mm, 最大间距取 min(1.5h，250)mm。

受力筋最小间距取 100mm。

注：在 1822 版本之后，根据用户需求，程序内部最小直径及最大间距控制取消，直

接读取用户在楼板配筋参数中的设置值。

4）分布钢筋

《砼规》（GB50010-2010）9.1 节规定：

9.1.6 条 按简支边或非受力边设计的现浇混凝土板，当与混凝土梁、墙整体浇筑或

嵌固在砌体墙内时，应设置板面构造钢筋，并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于 200mm，且单位宽度内的配筋面积不

宜小于跨中相应方向板底钢筋截面面积的 1/3。与混凝土梁、混凝土墙整体浇筑单向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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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受力方向，钢筋截面面积尚不宜小于受力方向跨中板底钢筋截面面积的 1/3。

……

9.1.7 条 当按单向板设计时，应在垂直于受力的方向布置分布钢筋，单位宽度上的

配筋不宜小于单位宽度上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 15%，且配筋率不宜小于 0.15%；分布钢

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间距不宜大于 250mm；当集中荷载较大时，分布钢筋的配筋面

积尚应增加，且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当有实践经验或可靠措施时，预制单向板的分布钢筋可不受本条限制。

程序中分布钢筋的取法如下：

受力筋直径≤14 时，取Φ6@250。

受力筋直径＞14 时，取Φ8@250。

分布钢筋面积将大于受力钢筋面积的 15%，且大于板截面面积的 0.15%。

3、实配钢筋

楼板选筋时，所选择的实配钢筋直径和间距来源于计算参数中的钢筋级配库。程序

默认的钢筋级配库提供的钢筋直径范围从 6mm～18mm，钢筋间距分三个档次，

200mm、150mm、100mm。

根据内力计算时得出的钢筋计算面积，在实际选择钢筋时，程序首先根据板的厚度

确定受力钢筋的最小直径以及受力钢筋的最大间距，然后在钢筋级配库内按钢筋总面积

从小到大的顺序逐个选取，直至既满足构造要求又满足不小于计算面积为止。如果整个

钢筋级配库内没有合适的钢筋，则输出Φ32@100 作为特殊的实配钢筋，以表示钢筋越界，

此时的实配钢筋、裂缝及挠度等信息显示会以红色显示，加以区别。

对于中间支座钢筋，如果支座两侧的楼板不存在楼板错层时，支座两侧分别选取实

配钢筋，最终以实配钢筋总面积较大者作为支座最终实配钢筋。当支座两侧的楼板存在

楼板错层时，支座两侧分别选取实配钢筋，作为最终实配钢筋，此种情况下两侧的实配

钢筋可能不同。

程序计算楼板钢筋时采用的钢筋强度设计值为配筋计算参数中指定的钢筋等级。

全部用 HPB300，且同时勾选 D≥12 时采用 HRB335 级钢筋时，程序显示的“楼板

计算配筋图”中输出的均是按 HPB300 级钢设计出的钢筋面积，当程序实际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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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B335 级钢筋的级配时，程序自动会等强代换，即在按 HPB300 级钢计算面积的基础

上，乘以 HPB300 级钢与 HRB335 级钢的设计强度比值，这样会造成实际配筋面积比图

中计算面积偏小的假象。

4、钢筋级配库的管理

根据钢筋计算面积选取实配钢筋时，程序首先需要知道可供选择的钢筋序列，其次

在已知的钢筋序列中，按照一定的方法选取较为合适实配钢筋。

可供选择的钢筋序列即为钢筋级配表，此级配表中不仅提供了可选择的钢筋直径和

间距，而且已经将不同钢筋直径和间距的钢筋按钢筋面积从小到大的顺序做了排列。在

做板内力计算之前，应首先调整好钢筋级配库。通过右侧菜单“计算参数”中的“钢筋

级配表”项，可方便地调整钢筋级配库。调整钢筋级配的对话框如图 2.5.2 所示，在此对

话框中，不仅可删除不需要的钢筋级配，增加表中没有的钢筋级配，还可以修改已有的

级配信息。

图 2.5.2 钢筋级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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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筋长度

混凝土结构构造手册(第三版)中有关板的规定如下：

1) 与边梁整浇的板，无论在设计上在板与边梁相连处，板的支承情况是按固结

还是按简支假定，此时板的上部钢筋伸入边梁的长度 l 应不小于 la。双向板边

支座按简支计算时的上部构造钢筋与此同。

2) 悬臂板的配筋：上部受力钢筋伸入跨内的长度不小于悬挑长度。

程序对现浇板支座负筋长度取值时，根据在计算参数中所做的选项，如图 2.5.3 所示，

伸入每跨的长度可取板跨度的 1/4、1/3 或程序内定。对于中间支座受力钢筋左右侧的钢

筋长度，不受以上构造的限制，每侧长度取值后，程序默认两侧长度最终取较大值。

图 2.5.3 负筋长度取值

有悬挑板的梁或墙，其支座内侧长度不小于悬挑板挑出长度。此钢筋长度不受相应

板跨度的影响，有可能跨越房间。

选取“1/4 跨长”、“1/3 跨长”或用户指定 1/n 跨长时，负筋长度仅与跨度有关，

当选取“程序内定”时，与恒载和活载的比值有关，当 q≤3g 时，负筋长度取跨度的 1/4；

当 q＞3g 时，负筋长度取跨度的 1/3。其中，q—可变荷载设计值，g—永久荷载设计值。

对于中间支座负筋，两侧长度是否统一取较大值，也可由用户指定。

6、负筋的自动连通

如果房间两边支座钢筋之间的距离小于参数“负筋自动拉通距离”中设置的数值，

则程序自动将两相邻支座的负筋连通。

在房间内的连通部分按照房间板块的板顶钢筋表示，并在集中标注中表示，它以 T

打头，并注明 X 向或 Y 向。在房间外的负筋以支座原位钢筋的方式画出，并只画伸出房

间的部分。这是参照平法图集 16G101-1 第 44 页左下角房间的表示方法，在施工中该伸

出部分应和房间内顶筋连接在一起。



第二章 板施工图

147

用户如果在板计算之后、画板钢筋之前修改了支座负筋的自动拉通的距离参数，导

致支座负钢筋之间的距离小于参数“负筋自动拉通距离”修改后的数值，则程序也自动

将两相邻支座的负筋连通，并在房间集中标注中用板顶钢筋的形式表示。

对于用户通过“支座拉通”菜单人工指定连通的支座负筋，程序不按照集中标注板

顶钢筋的方式表达，而是直接在支座原位标注中画出连通钢筋。

7、同一边上各构件统一配筋

对于按照查静力计算手册方法计算内力的双向板，或者是按单向板计算内力的矩形

房间，不管其同一条边界上的杆件数量有多少，程序对同一边界上的杆件均按相同的内

力计算配筋。

对于非矩形房间或者是矩形房间但同一条边界上的各段条件不统一，则程序会按有

限元或边界元的方法计算板内力，此时同一条边界上的不同杆件，会有不同的计算内力，

程序按各自的内力计算其配筋。

三、裂缝和挠度计算

板的裂缝验算，程序采用与梁裂缝计算完全相同的公式计算板的裂缝宽度。

挠度计算分为两部分：

当板块为双向板时，使用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 B 代

替《静力计算手册》中的 Bc。弯矩值分别是相应于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计

算的，准永久荷载值系数程序取 0.5。

挠度系数根据板的边界条件和板的长宽比查《静力计算手册》中相应表格求得。刚

度 B 按《混规》（GB 50010－2010）7.2 节相关规定求得。

当板块为单向板时，程序采用与梁挠度计算完全相同的公式计算板的挠度。

四、人防计算

当考虑人防计算时，程序默认的等效荷载是按人防规范中的顶板覆土厚度小于 0.5

米的条件取值。荷载组合时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取 1.2（新标准为 1.3），等效静荷载分

项系数，取 1.0。同时材料强度综合调整系数γd 根据材料的种类做相应调整（详见《人

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表 4.2.3），计算过程与普通板的计算过程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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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材料强度综合调整系数表

材料种类 综合调整系数γd

热轧钢筋
（钢材）

HPB235 级

（Q235 钢）
1.50

HRB335 级

（Q345 钢）
1.35

HRB400 级

（Q390 钢）

1.20

RRB400 级

（Q420 钢）
1.20

混凝土
C55 及以下 1.50

C60~C8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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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梁施工图

第一节 功能概述

一、概述

梁施工图模块的主要功能为读取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软件的计算结果，完成钢筋混

凝土连续梁的配筋设计与施工图绘制。具体功能包括连续梁的生成、钢筋标准层归并、

自动配筋、梁钢筋的修改与查询、梁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验算、施工图的绘制与修改等。

程序对梁施工图按照国家标准图集 16G101-1 的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出图，提供平

面注写方式和截面注写方式两种出图表达方式。

图 3.1.1 梁施工图菜单

二、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1、平面注写方式

平面注写方式，系在梁平面布置图上，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各选一根梁，在其上

注写截面尺寸和配筋具体数值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梁平法施工图。

平面注写包括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集中标注表达梁的通用数值，原位标注表达梁

的特殊数值。当集中标注中的某些数值不适用梁的某部位时，则将该项数值原位标注。

2、梁编号

梁编号由梁类型代号、序号、跨数及有无悬挑代号几项组成。代号如下：

楼层框架梁——KL

屋面框架梁——WKL

框支梁——KZL

拖柱转换梁——TZL

非框架梁——L

非框架梁 g——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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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连梁—LL

悬挑梁——XL

井字梁——JZL

井字梁 g——JZLg

空心楼盖肋梁—BL

3、梁集中标注的内容

有五项必注值和一项选注值（集中标注可以从梁的任意一跨引出）。

1）梁编号

2）梁截面尺寸

3）梁箍筋

4）梁上部通长筋或架立筋配置

5）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或受扭钢筋配置

6）梁顶面标高高差，此项为选注值。

4、梁原位标注的内容

1）梁支座上部纵筋，该部位含通长筋在内的所有纵筋。

2）梁下部纵筋。

3）当在梁上集中标注的内容（即梁截面尺寸、箍筋、上部通长筋或架立筋，梁侧面

纵向构造钢筋或受扭纵向钢筋，以及梁顶面标高高差中的某一项或几项数值）不适用与

某跨或某悬挑部位时，则将其不同数值原位标注某跨或该悬挑部位。

4）附加箍筋或吊筋，将其直接画在平面图中的主梁上，用线引注总配筋值（附加箍

筋的肢数注在括号内）。

5、井字梁

井字梁通常由非框架梁构成，并以框架梁为支座，在此情况下，为明确区分井字梁

与作为支座的梁，井字梁用单粗虚线表示，作为井字梁支座的梁用双细虚线表示。

6、截面注写方式

程序同时提供梁平法施工图的截面注写方式，它是在梁平面布置图上，分别在不同

编号的梁中选择一根梁用剖面号引出配筋图，并在其上标注截面尺寸和配筋具体数据的

方式来表达梁平法施工图。



第三章 梁施工图

151

对用户选择的梁，程序将“单边截面号”画在该梁上，再将截面配筋详图画在本图

上。在截面配筋详图上标注截面尺寸 bxh、上部筋、下部筋、侧面构造筋或受扭筋以及

箍筋的具体数值，其表达形式与截面注写相同。

第二节 连续梁的生成与归并

上部结构计算完成后，做梁施工图设计之前，要对计算配筋的结果作归并，从而简

化出图。

全楼归并包括竖向归并和水平归并的过程。

对于多、高层建筑来说，如果每一层都出一张施工图，施工图纸将非常繁琐，这种

繁琐也将给施工过程带来麻烦。在设计实践中一般都简化为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楼层出

图，每个代表性的楼层都将代表若干个自然层出图。在程序中我们把这种包含若干个自

然层的代表出图的楼层称为钢筋标准层，简称钢筋层。

在同一个钢筋层内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归并，对于梁（包括主梁及次梁）的归并是把

配筋相近，截面尺寸相同，跨度相同，总跨数相同的若干组连梁的配筋选大归并为一组，

从而简化画图输出，这个过程称为水平归并的过程。

连续梁生成和归并的基本过程大致如下：

1）划分钢筋标准层，确定哪几个楼层可以用一张施工图表示。

2）根据建模时布置的梁段位置生成连续梁，判断连续梁的性质属于框架梁还是非框

架梁。

3）在同一个标准层内对几何条件（包括性质、跨数、跨度、截面形状与大小等）相

同的连续梁归类，相同的程序称作“几何标准连续梁类别”相同，找出几何标准连续梁

类别总数。

4）对属于同一几何标准连续梁类别的连续梁，预配钢筋，根据预配的钢筋和用户给

出的钢筋归并系数进行归并分组。

5）为分组后的连续梁命名，在组内所有连续梁的计算配筋面积中取大，配出实配钢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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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划分钢筋标准层

实际设计中，存在若干楼层的构件布置和配筋完全相同的情况，可以用同一张施工

图代表若干楼层。可以将这些楼层划分为同一钢筋标准层，钢筋层就是适应竖向归并的

需要而建立的概念。软件会为各层同样位置的连续梁给出相同的名称，配置相同的钢筋。

读取配筋面积时，软件会在各层同样位置的配筋面积数据中取大值作为配筋依据。

第一次进入梁施工图时，会自动弹出对话框，要求用户调整和确认钢筋标准层的定

义。程序会按结构标准层的划分状况生成默认的梁钢筋标准层。用户应根据工程实际状

况，进一步将不同的结构标准层也归并到同一个钢筋标准层中，只要这些结构标准层的

梁截面布置相同。因为在钢筋标准层概念下，定义了多少个钢筋标准层，就应该画多少

层的梁施工图。因此，用户应该重视钢筋标准层的定义，使它既有足够的代表性，省钢

筋，又足够简洁，减少出图数量。

在施工图编辑过程中，也可以随时通过菜单中的“设钢筋层”命令来调整钢筋标准

层的定义。

调整钢筋标准层的界面，如图 3.2.1 所示。左侧的定义树表示当前的钢筋层定义情况。

点击任意钢筋层左侧的 号，可以查看该钢筋层包含的所有自然层。右侧的分配表表示

各自然层所属的结构标准层和钢筋标准层。

图 3.2.1 定义钢筋标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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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层的增加、改名与删除均可由用户控制。左侧树形结构下方的一组按钮用来实

现这些功能。“增加”按钮可以增加一个空的钢筋标准层。“更名”按钮用于修改当前

选中的钢筋标准层的名称。“清理”按钮用于删除不包含任何自然层的钢筋标准层，由

于含有自然层的钢筋标准层不能直接删除（不然会出现没有钢筋层定义的自然层），所

以想删除一个钢筋层只能先把该钢筋层包含的自然层都移到其他钢筋层去，将该钢筋层

清空，再使用“清理”按钮，清除空的钢筋层。“合并”按钮可以将选中的多个自然层

合并到同一个钢筋标准层，按着 Ctrl 键或 Shift 键点击左侧树形列表框中的楼层，即可同

时选中多个自然层。“拆分”按钮会将所有选中的自然层从原钢筋层中拆分出来，为每

个选中的自然层生成独立的钢筋标准层。“按标高命名”和“按自然层命名”按钮用于

批量重命名钢筋层，点击后全部钢筋层的名称会根据其起始、终止标高或其所包含的自

然层重新进行命名。

除了使用拆分、合并按钮调整自然层所属的钢筋层外，还有两种方法可以调整自然

层所属的钢筋标准层：

(1) 在左侧树表中将要修改的自然层拖放到需要的钢筋层中去。（图 3.2.2 左）

(2) 在右侧表格中修改自然层所属的钢筋标准层。（图 3.2.2 右）

两种方法的效果相同，用户可以任选一种使用。

图 3.2.2 修改钢筋标准层

钢筋标准层的概念与建模时候定义的结构标准层相近但是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同

一钢筋标准层的自然层都属于同一结构标准层，但是同一结构标准层的自然层不一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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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一钢筋标准层。用户可以将两个不同结构标准层的自然层划分为同样的钢筋层，但

应保证两自然层上的梁几何位置全部对应，完全可以用一张施工图表示(图 3.2.3)。

图 3.2.3 结构标准层不同但可用同一张梁施工图的两个楼层

软件根据以下两条标准进行梁钢筋标准层的自动划分：

两个自然层所属结构标准层相同

两个自然层上层对应的结构标准层也相同。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层将被划分为同一钢筋标准层。

本层相同，保证了各层中同样位置上的梁有相同的几何形状；上层相同，保证了各

层中同样位置上的梁有相同的性质。下面以表格中的数据为例详细说明规则的运作：
表 3.1 结构标准层与钢筋标准层对照表

自然层 结构标准层 钢筋标准层

第 1 层 标准层 1 钢筋层 1

第 2 层 标准层 1 钢筋层 2

第 3 层 标准层 2 钢筋层 3

第 4 层 标准层 2 钢筋层 3

第 5 层 标准层 2 钢筋层 3

第 6 层 标准层 2 钢筋层 4

第 7 层 标准层 3 钢筋层 5

第 3 层与第 4 层都被划分到钢筋层 3，是因为它们的结构标准层相同（都属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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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2），而且上层（第 4 层和第 5 层）的结构标准层也相同（也都属于标准层 2）。而第

6 层的结构标准层虽然也是标准层 2，但由于其上层（第 7 层）的标准层号为 3，因此不

能与第 3、4、5 层划分在同一钢筋标准层。

此处的“上层”指楼层组装时直接落在本层上的自然层，是根据楼层底标高判断的，

而不是根据组装顺序判断的。

二、连续梁生成

梁以连续梁为基本单位进行配筋，因此在配筋之前首先应将建模时逐个网格布置的

梁段串成连续梁。软件按下列标准将相邻的梁段串成连续梁：

(1) 两个梁段有共同的端节点或梁段间有短墙段连接。

(2) 两个梁段在共同端节点处的高差不大于梁高。

(3) 两个梁段间的相对偏心不大于梁宽。

(4) 两个梁段在同一直线上，即两个梁段在共同端节点处的方向角（弧梁取切线方向

角）相差 180 度±10 度。

(5) 有共同端节点的直梁段与弧梁段一般情况下不串成同一个连续梁，除非两个梁周

围没有其他构件可以作为连续梁的支座。

不能串成连续梁的情况见(图 3.2.4)：

图 3.2.4 不能自动串成连续梁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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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况外，软件还会将剪力墙连梁（默认前缀 LL）自动拆分成单跨的连续梁；

如果框支转换梁跨（默认前缀 KZL）与普通梁跨串成了一整根连续梁，软件会自动将框

支梁跨拆分成独立的连续梁，然后为框支梁和连续梁分别命名。

用户可以使用连续梁的“查找”菜单来查看连续梁的生成结果。如果不满意，还可

以通过“连梁拆分”或“连梁合并”菜单对连续梁的定义进行调整，参见图 3.2.5。

图 3.2.5 连续梁查找结果

上图为连梁查看命令的示意。软件用红色的实线或虚线表达连续梁的走向，实线表

示有详细标注的连续梁，虚线表示简略标注的连续梁。走向线一般画在连续梁所在轴线

的位置，如果连续梁有高差，此线会发生相应的偏心。连续梁的起始端绘制一个菱形块，

表达连续梁第一跨所在位置，连续梁的终止端绘制一个箭头，表达连续梁最后一跨所在

位置。

三、支座调整与梁跨划分

一个连续梁由几个梁跨组成。梁跨的划分对配筋会产生很大影响。在梁与梁相交的

支座处，程序要作主梁、次梁判断，在端跨时作端支撑梁或悬挑梁的判断。并且根据判

断情况确定是否在此处划分梁跨。其判断原则是：

1）框架柱或剪力墙一定作为支座，在支座图上用三角形表示。

2）梁下的斜柱一定做为支座。与 Z 轴夹角小于临界角的支撑按斜柱处理。支撑临界

角在“计算参数”对话框的“设计参数”页中指定，默认为 20 度。

3）当连续梁在节点有相交梁，会首先根据恒载弯矩判断支座情况。对于连续梁的中

间节点，如果节点处的恒载弯矩为负弯矩极值点，则此节点为支座。对于连续梁的端节

点，如果恒载弯矩是单调递减的，则节点不做为支座，端跨按悬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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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恒载弯矩不足以判断支座情况，则软件会按相交梁的次梁级别作进一步的判

断。各连续梁的次梁级别按如下规则确定：有竖向杆件做支座的连续梁为框架梁（级别

为 0），有框架梁支座的连续梁为 1 级次梁，有 1 级次梁支座的连续梁为 2 级次梁……

以此类推；判断好各梁段的次梁级别后，根据此级别判断支座，一般是低级别的梁作为

高级别梁的支座，如果两梁级别相同，则底标高较低的粱作为支座，如果底标高也相同，

则互不为支座。

5）单跨梁一端支承在柱或墙上，另一端与支承在其他框架梁上时，软件通常会忽略

恒载弯矩及梁高的判断，直接将此跨梁的两端均设置为支座。这样做是为了使软件生成

的支座更符合设计习惯。柱、墙支座的竖向刚度要远大于梁支座，因此这样的梁跨单从

弯矩图上看更接近于悬挑梁，而设计和施工时更倾向于将这种梁做为单跨处理，而不是

悬挑梁。

6）建模中用次梁菜单输入的次梁与建模中输入的主梁相交时，主梁一定作为次梁的

支座。

7）用户定义的井字梁遇到非井字梁时，一定以非井字梁为支座；井字梁遇到井字梁

时，互不为支座。

图 3.2.6 在平面图中调整梁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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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标准自动生成的梁支座的可能不满足设计人员的要求，可以使用菜单“支座修

改”对梁支座进行修改。本软件用三角形表示梁支座，圆圈表示连梁的内部节点。对于

端跨，把三角支座改为圆圈后，则端跨梁会变成挑梁；把圆圈改为三角支座后，则挑梁

会变成端支撑梁。对于中间跨，如为三角支座，该处是两个连续梁跨的分界支座，梁下

部钢筋将在支座处截断并锚固在支座内，并增配支座负筋；把三角支座改为圆圈后，则

两个连续梁跨会合并成一跨梁，梁纵筋将在圆圈支座处连通，计算配筋面积取两跨配筋

面积的较大值。

支座的调整只影响配筋构造，并不影响构件的内力计算和配筋面积计算。一般来说，

把三角支座改为圆圈后的梁构造是偏于安全的。支座调整后，软件会重配该梁钢筋并自

动更新梁的施工图。支座调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支座位置需配置支座负筋，如果将支座改成连通，则配置相应面积的梁上部通长

钢筋。

2）下筋在支座位置锚固，如果将支座改成连通，则下筋取左、右两段梁的较大面积

配筋。

3）将支座改为连通，原来支座处的箍筋加密区很可能变成新梁跨的非加密区。如果

支座处需要较大的配箍面积，很可能使新梁跨非加密区的箍筋间距减小，甚至是全长加

密。

4）主梁支撑次梁的位置，需要配置附加箍筋及吊筋。如将连通改为支座，则主次梁

关系变化，原来配的附加箍筋和吊筋将被取消。

5）支座修改将引起挠度计算的变化。支座改为连通，将使挠度的计算结果增大；反

之，计算得到的挠度减小。将挑梁改为端支承梁，很可能计算得到小于零的挠度。

四、连续梁的性质判断与命名

软件会根据连续梁的支座特点对连续梁进行性质判断并命名。连续梁性质判断规则

如下：

1）判断是否为框架梁。如果连续梁的支座中存在框架柱或剪力墙，则此连续梁被认

定为框架梁；否则，被认定为非框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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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框架梁是否为框支、底框梁。如果框架梁上存在梁托柱的情况，则此梁被认

定为框支梁。如果框架梁位于底框层，且其梁上有墙，则此梁被认定为底框梁。非框架

梁也会做框支、底框梁的判断，如果非框架梁托有柱或墙，程序会将其命名为 KZL。程

序在判断框支梁时，会读取前处理中的构件属性。如果前处理中指定了某一根梁为转换

梁，则在施工图中会无条件将其做为框支梁跨处理，不再搜索上层构件。程序在判断框

支梁时，以用户在前处理中定义的转换梁为准，施工图中不做单独判断。

底框层不需要由用户指定，可由软件自动判断。结构体系为底框结构的模型进入梁

施工图模块时，软件会将最高一层的混凝土结构层判断为底框层。如果位于底框层中的

主梁托着砌体墙，则将此梁判断为底框梁。

3）如果梁左右支座均为剪力墙（需要至少有一边的墙与梁平行），且梁的跨高比小

于一定数值，则程序会将此跨梁作为剪力墙连梁配筋，默认前缀为“LL”。剪力墙连梁

判断的最大跨高比由用户输入的参数控制，该参数的位置在“通用选筋参数”页中，名

字是“按框架梁设计的墙梁最小跨高比”。判断剪力墙连梁时，也会读取前处理中的构

件属性，前处理中指定的连梁，无条件按“LL”设计。

4）判断框架梁是否为屋面框架梁。如果与梁相连的墙、柱等构件未在上层延续，则

此梁被认定为屋面框架梁。非框架梁不会做屋面梁的判断。该处可以通过参数控制哪些

层不作屋面框架梁的判断。

5）如果一个连续梁的所有跨都是悬挑跨，则此连续梁为悬挑梁。

连续梁命名按照 16G101-1 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的要求进行，采用类型前缀+序号

的规则进行命名。默认的类型前缀为：框架梁 KL，非框架梁 L、Lg，屋面框架梁 WKL，

框支梁 KZL，拖柱转换梁 ZHL，悬挑梁 XL，井字梁 JZL、JZLg，连梁 LL、LLk。类型前

缀可以在“配筋参数”中修改，比如在类型前缀前加所属的楼层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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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连续梁名称

修改梁名称前缀必须遵循下列规则：

（1）梁名称前缀不能为空。

（2）梁名称前缀不能包含空格和下列特殊字符：“<>()@+*/”。

（3）梁名称前缀的最后一个字符不能为数字。

（4）不同种类梁的前缀不能相同。

连续梁排序采用分类型分楼层的编号规则，就是说每个钢筋标准层都从 KL1、L1 或

WKL1 开始编号。

连续梁性质对梁的配筋和构造有重要影响，因此需在选筋之前确定梁的性质。概括

来说，框支梁属于转换结构，构造要求最严；屋面框架梁由于上端没有其他构件约束，

在锚固上的要求也要高于普通框架梁；而非框架梁作为次要受力构件，要求可适当降低，

可按非抗震构件进行设计。

在检查连续梁配筋构造前，首先应该检查连续梁的性质是否正确。对一些特殊结构，

软件判断的连续梁可能与用户的设计意图有区别（例如某梁一端是地下室围护墙，另一

端是主梁，软件判断为框架梁，但用户可能希望按非框架梁设计）。对于这样的梁，可

以通过修改梁名前缀来达到修改连续梁性质的目的。用户可以通过菜单“修改梁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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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来修改连续梁的名称。如果连续梁的前缀发生变化，软件会根据变化后的前缀重新选

筋。例如将 KL1 改为 L1，则软件会按非框架梁的构造重新选钢筋，新选出的箍筋可能没

有加密区。

连续梁的命名形式可以考虑连续梁所在的轴线号。轴线号采用建模模块中定义的轴

线名称，若所在的轴线未定义名称，则依次查找轴线前后连接的有名称的轴线的名称、

上一有名称的平行轴线的名称、下一有名称的平行轴线的名称。

梁编号考虑梁组中详细标注连续梁所在轴线号，梁编号形式：

a）梁类型代号（KL、L……）+轴线号(阿拉伯数字 1、2、3……)+序号（小写英文

字母 a、b、c……），如 KL-1a、L-2b；

b）梁类型代号（KL、L……）+轴线号(建模中指定的，一般为大写英文字母 A、B、

C……)+序号（阿拉伯数字 1、2、3……），如 KL-A1、L-C2。

五、连续梁的归并规则

归并仅在同一钢筋标准层平面内进行。程序对不同钢筋标准层分别归并。

首先根据连续梁的几何条件进行归类。找出几何条件相同的连续梁类别总数。几何

条件包括连续梁的跨数、各跨的截面形状、各支座的类型与尺寸、各跨网格长度与净跨

长度等。只有几何条件完全相同的连续梁才被归为一类。

接着按实配钢筋进行归并。首先在几何条件相同的连续梁中选择任意一根梁进行自

动配筋，将此实配钢筋作为比较基准。接着选择下一个几何条件相同的连续梁进行自动

配筋，如果此实配钢筋与基准实配钢筋基本相同（何谓基本相同见下段阐述），则将两

根梁归并为一组，将不一样的钢筋取大作为新的基准配筋，继续比较其他的梁。

每跨梁比较 4 种钢筋：左右支座、上部通长筋、底筋。每次需要比较的总种类数为

跨数*4。每个位置的钢筋都要进行比较，并记录实配钢筋不同的位置数量。最后得到两

根梁的差异系数：差异系数 = 实配钢筋不同的位置数÷（连续梁跨数×4）。如果此系

数小于归并系数，则两根梁可以看作配筋基本相同，可以归并成一组。

从上面的归并过程可以看出，归并系数是控制归并过程的重要参数。归并系数越大，

则归并出的连梁种类数越少。归并系数的取值范围是 0~1，缺省为 0.2。如果归并系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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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则只有实配钢筋完全相同的连续梁才被分为一组，如果归并系数取 1，则只要几何条

件相同的连续梁就会被归并为一组。

施工图软件在配筋时使用的钢筋计算面积都是归并后的结果。也就是在所有同名梁

（包括本层和同钢筋层的其他层）中取最大值作为钢筋计算面积。

六、连续梁拆分与合并

如果用户对系统自动生成的连续梁结果不满意，可以进行手工的连续梁拆分和合并。

其中拆分包括单选拆分和围区拆分两种形式。

1.单选拆分

可以使用菜单“单选拆分”对已经生成的连续梁进行拆分（图 3.2.8）。点击命令后

在图上选择要拆分的连续梁，然后选择从哪个节点拆分。系统会进行确认提示：“确定

要拆分所选连续梁吗?”。选择“是”即可拆分所选连续梁。拆分后第一根梁会沿用原来

的名称，第二根梁将会被重新编号并命名。

图 3.2.8 连续梁拆分图

选择拆分节点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只能从中间节点拆分，端节点不能作为拆分节

点。二是只能从支座节点（就是查看支座时显示为三角的节点）拆分，非支座节点（就

是查看支座时显示为圆圈的节点）不能拆分。如果拆分节点不合要求，系统会给出提示，

不予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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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其它与欲拆分梁同名的连续梁，则系统会提示是拆分一组梁还是拆分一根

梁。（图 3.2.9）如果选择“同时拆分同名连续梁”，则名称相同的一组梁全部被拆分，

如果选择“只拆分所选连续梁”，则只拆分一根连续梁，拆分后形成的两根连续梁都会

被重新命名。

图 3.2.9 拆分同名梁提示

2.围区拆分

围区选择要拆分的连续梁，按照连续梁与围区边界线相交位置确定支座的拆分位置。

该功能主要是结合局部绘图使用，比如要对主楼范围与车库范围内的梁分开绘制，不需

要按照整根梁穿串，此时可以围区主楼范围，来确定主楼范围内的梁与车库范围内的梁

进行拆分，再次绘制局部区域平法图时，即可绘制出完整的连续梁。

3.合并

可以使用菜单“合并”对已经生成的连续梁进行合并。点击命令后在图上选择要合

并的两根连续梁，系统会进行确认提示：“确定要合并所选连续梁吗?”，如图 3.2.10 所

示。选择“是”即可合并所选连续梁。合并后的新梁会重新命名。

图 3.2.10 连续梁合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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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连续梁时，待合并的两个连续梁必须有共同的端节点，且在共同端节点处的高

差不大于梁高，偏心不大于梁宽。不在同一直线的连续梁可以手工合并，直梁与弧梁也

可以手工合并。

七、更改连续梁名称

可以使用菜单“修改梁名”更改连续梁的名称。点击命令后选择欲改名的连续梁，

弹出如图 3.2.11 所示的更名界面。输入连续梁的新名称并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更改梁

名的操作。

图 3.2.11 修改梁名

梁名编辑框包含一个下拉列表，该列表中包含了所有与本组连续梁几何形状一致，

可以归并在一起的连续梁名称。希望将此组梁归并到其他组时，可以使用下拉列表框快

速选择。

更名界面中有一选项“同时修改同名连续梁名称”，如果勾选此项，则所有名称相

同的一组梁都会被改名，如果不选此项，则只有选中的梁名称被修改。此选项默认处在

勾选状态，实现的是简单的成组更名功能。不选此项更名即可将某根连续梁从一组连续

梁中独立出来，单独进行配筋和钢筋修改。

使用修改梁名还可以将不同组的连续梁归并成同一组。只要将其中一组梁的名称改

成与另一组相同就可以。系统在执行改名操作前会先检查是否有同名连续梁。

如果发现同名连续梁，但是两组梁几何信息不同，则认为更名失败，自动取消更名

操作。

如果发现同名连续梁且两组梁几何信息相同可以归并，则给出如图 3.2.12 的提示。

各选项含义如下：

（1）如果选择“取消更名”则本次操作取消，梁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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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选择“归并，重新选筋”则将两组梁合并成一组，并根据配筋面积最大值自

动选筋。

（3）如选择“归并，保留原钢筋”，也会将两组梁合并成一组，但是钢筋将采用未

改名那一组梁的配筋。例如，将 L1 改成 L2，且原来也有一组叫 L2 的连续梁可以归并，

系统会归并两组梁并保留原来叫 L2 的那一组梁上的配筋。保留下来的钢筋不一定符合新

加入那一组梁（本例里指原来叫 L1 的连续梁）的要求，因此选择保留原钢筋时，应谨慎

核查。

图 3.2.12 发现同名梁时的提示

八、井字梁

程序可将井字梁部分按照平法规则表示，但是需要人工指定平面上需要按照井字梁

平法规则表示的部分。

井字梁通常由非框架梁构成，并以框架梁为支座。点取“井字梁定义”菜单，用围

区框选需要按照井字梁平法规则表示的部分。程序可以区分框架梁和非框架梁，并使框

架梁成为非框架梁的支座，两框架之间的非框架梁成为井字梁，井字梁连续跨越的框架

梁数量-1 成为井字梁的跨数。同时程序将井字梁名称代号改为 JZL，并改用单粗虚线显

示，作为井字梁支座的框架梁仍用双细虚线表示。井字梁的端部支座和中间支座上部纵

筋的伸出长度 a0 值，也将在原位注写上标出。

这里用户定义的井字梁必须是将原来按照非框架梁编号的整根连续梁完整地转换，

这样程序可将原来按照非框架梁编号的连续梁整根更名为 JZL，不能仅作部分转换。如

果仅作部分转换，则须先把原来的连续梁进行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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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自动配筋

自动配筋的基本过程是：（1）选择箍筋；（2）选择腰筋；（3）选择上部通长钢筋

和支座负筋；（4）选择下筋；（5）根据实配纵筋调整箍筋；（6）选择次梁附加箍筋；

（7）选择构造钢筋。

下面介绍各步过程的具体做法。

一、选择箍筋

计算软件输出的结果中，有四个量与箍筋相关，分别是箍筋计算面积包络 Asv、剪扭

配箍面积 Astv、抗扭单肢箍筋 Ast1 和非加密区箍筋面积 Asvm。施工图软件根据这些数

据和连续梁特性选配加密区箍筋和非加密区箍筋。选配箍筋的具体过程如下：

(1) 确定最小箍筋直径。箍筋的最小直径根据梁的抗震等级和性质（是否框架梁）确

定。根据《混规》(GB 50010－2010)11.3.6.3 条，一级、二、三级、四级抗震的框架梁

箍筋最小直径分别为 10mm、8mm、6mm。如果 As/bh0大于 2%或为高强混凝土梁（强

度等级>C60），最小箍筋直径还需增加 2mm。根据《混规》(GB 50010－2010)9.2.9 条，

如果梁高 h＞800mm，箍筋最小直径为 8mm，如果梁高 h≤800mm 箍筋最小直径为

6mm。如有必要，还根据 Ast1 对最小直径进行放大。如果抗扭单肢箍筋面积 Ast1 大于

单根最小直径钢筋的面积，则放大最小直径，直到单根最小直径钢筋的面积大于 Ast1 为

止。

(2) 确定箍筋最小肢数。最小箍筋肢数根据梁宽和最大箍筋肢距确定。根据《混规》

(GB 50010－2010)11.3.8 条，一级抗震的框架梁箍筋最大肢距为 max(200,20d)，二、三

级抗震的框架梁箍筋最大肢距为 max(250,20d)，其他梁箍筋最大肢距为 300。软件据此

计算最小肢数 N = [(b-2c)/v]+1，其中 b 为梁宽，c 为保护层厚度,v 为箍筋最大肢距。选

筋时用最小肢数作为初始肢数，如果最小肢数为单数，则初始肢数会自动加一以保证自

动选择的箍筋不会出现单肢箍。如果用户在通用选筋参数中勾选了“箍筋肢数允许单数”，

则最小肢数为单数时不再做加一的处理。

(3) 选择加密区箍筋。加密区的箍筋间距对于一、二级抗震等级程序固定取 min(100，

h/4)，对于三、四级抗震等级可以通过参数“三、四级抗震等级梁端箍筋加密区箍筋最

大间距”控制其最大间距是否可以取 min(150，h/4)，其中 h 为梁高。根据已取得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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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肢数、间距可以计算实配箍筋面积，如果小于计算配箍面积，则放大直径。如果直

径放大到选筋库中的最大值仍不满足要求，则放大箍筋肢数。通常通过调整直径和肢数

即可使配箍面积满足要求，特殊情况下，如果直径和肢数都已经最大面积仍不满足，则

减小箍筋间距，每次减小 25mm，直到箍筋面积满足要求或箍筋间距减小到 25mm 为止。

(4) 选择非加密区箍筋。加密区长度通常按《混规》(GB 50010－2010)11.3.6-2 条选

取。一级抗震框架梁加密区长度取 max(2h，500)，二至四级抗震框架梁加密区长度取

max（1.5h，500）；对框支、底框梁，如果上部支撑的墙上有开洞，则箍筋全长加密；

否则，加密区长度取 max(0.2Ln，1.5h)，其中 Ln 为梁净跨长，h 为梁高。对非框架梁、

非抗震框架梁，如果计算需要箍筋加密，则加密区长度按 max(1.5h，500)计算。非加密

区箍筋计算面积取配箍面积包络在非加密区的最大值。非加密区的直径、肢距与加密区

相同，间距取 2 倍加密区间距。如果实配面积小于计算面积，则减小非加密区间距，直

到实配面积满足或非加密区箍筋间距等于加密区箍筋间距为止。

(5) 《混规》9.2.9 条规定箍筋直径不得小于受压纵向钢筋直径的 0.25 倍。在配完纵

筋后，软件进行此项检查，如果箍筋直径不满足要求，则对箍筋直径进行放大。

二、选择腰筋

根据是否参与受力的不同，腰筋分构造腰筋与抗扭腰筋两种。程序根据计算软件输

出的抗扭纵筋面积 Astt 是否大于 0 判断腰筋的性质并给出配筋。

构造腰筋的选择方法遵循《混规》(GB 50010－2010)第 9.2.13 条的规定：当梁的腹

板高度 hw 不小于 450mm 时，在梁的两个侧面应沿高度配置纵向构造钢筋，每侧纵向

构造钢筋（不包括梁上、下部受力钢筋及架立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截面面积

不应小于腹板截面面积（bhw）的 0.1%。除此之外，软件还设置了腰筋最小直径的参数，

即腰筋最小选择 12mm，用户可以自行修改。

框支、底框梁的构造腰筋选择还应满足《抗规》（GB 50011-2010）7.5.8.3 条要求：

沿梁高应配置腰筋，数量不小于 2φ14，间距不大于 200mm。

抗扭腰筋的选择方法分三种：（1）腰筋按构造配；（2）按截面高宽比分配；（3）

完全由腰筋承担。参数选项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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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3 抗扭纵筋分配方式的参数选项

软件之前的实际方案是，受扭梁按构造配置腰筋，此部分腰筋需满足最小配筋率的

要求及最小直径和最小根数的要求 ( 记此部分腰筋面积为 asYaoA)。扣除构造腰筋后剩

余的部分抗扭纵筋面积，平均分配到到上、下纵筋中去，即上、下纵筋各承担 0.5*(astcal

- asYaoA) 的受扭纵筋面积。

①腰筋按构造配：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如果需要纵筋抗扭，则一定选配至少 2

根腰筋，即不考虑 hw≥450mm 才配腰筋的规定；其次，如果根据构造选出的腰筋面积

小于抗扭纵筋面积 Astt，软件不会增加腰筋根数或直径，而是直接将多出来的那部分抗

扭纵筋面积分配到顶筋和底筋上。

此处应注意腹板高度 hw=h0-hf，其中 h0 为截面的有效高度，hf 为上部翼缘厚度，如

果梁两侧有现浇板，则 hf 为两侧板厚的较小值。

astcal 较大时, 该方式分配给上下筋的配筋面积较多，梁上、下皮配筋较大很可能造

成钢筋拥挤甚至排不开筋的问题，因此 2.0.1 版本后本次新增后面两个选项。

②按截面高宽比分配：该选项更加符合规范要求。 此选项下，腰筋的面积不小于构

造配筋面积 asYaoA，同时不小于按比例分配的腰筋面积 asYaoB。

asYaoB = astcal * hn / (bn + hn)

其中 hn 是梁高减去 2 倍保护层，bn 是梁宽减去 2 倍保护层。

相应的，上下筋承担的配筋面积变为 0.5*(astcal - max ( asYaoA, asYaoB ) )，扭筋

较大时，腰筋更多，降低了上下筋的受扭筋负担。

③完全由腰筋承担：就是上下筋完全不负责受扭，腰筋除满足构造要求外，还承担

全部的受扭纵筋面积 astcal。

用户可以通过参数“最小腰筋直径”控制腰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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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4 选择最小腰筋直径

为了保证梁抗扭时的纵筋面积满足混凝土规范中 9.2.5 条的要求，程序在梁的 tip 提

示中增加对抗扭纵筋结果与单肢抗扭箍筋面积的输出，并对抗扭纵筋的实配面积进行了

验算（即下图中的ρtl,min的验算），如下图所示：

关于图中所示ρtl,min的验算：

其中第一项 0.19%是按照混凝土规范 9.2.5 条计算的构造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第三章 梁施工图

170

%19.0
360
57.1*

300*3^10*1.102
6^10*16*6.06.0min, 

y

t
tl f

f
Vb
T

第二项 0.2%是按照混凝土规范 8.5.1 条规定的受弯构件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率确定的

纵筋面积。

小于等于号后面的第一项是腰筋的实配面积；第二项是上下纵筋中受拉钢筋面积的

较小值。

三、纵筋的选择方法

纵筋的选筋方法有两种：程序自动选筋、用户自定义选筋。

图 3.3.1 纵筋选筋方法

1、程序自动选筋

选择纵筋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使用优选直径，尽量不配多于两排的钢筋。首先根据箍

筋肢数确定最小的单排根数，根据《混规》(GB 50010－2010)9.2.1 确定最大的单排根数

（钢筋直径假定为主筋优选直径），然后用计算配筋面积除以优选直径的面积得到优选

钢筋根数。如果优选钢筋根数大于最小单排根数且小于等于 2*最大单排根数，则选筋完

毕。如果优选钢筋根数过小（小于等于最小单排根数），说明计算配筋面积小，需要减

小钢筋直径。如果优选钢筋根数过大（大于 2*最大单排根数），说明计算配筋面积大，

需要增大钢筋直径。如果使用主筋选筋库中的最大直径仍然不能满足计算配筋面积，说

明计算配筋面积过大，两排配筋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则将钢筋直径固定为最大直径，增

大钢筋根数直到满足要求。

从上面的配筋过程可以看出，大部分梁的自动配筋均使用优选直径。这样就减少了

钢筋种类数，降低了施工难度。

连续梁性质不同，合适的选筋库和优选直径也不同。因此程序将选筋相关的参数（如

选筋库、优选直径等）按连续梁的性质分为四页，如下图所示。空心楼盖肋梁、剪力墙

连梁分别有自己的选筋参数；非框架梁（L）、井字梁（JZL）及悬挑梁（XL）使用“非

框架梁选筋参数”页；其他各种框架梁使用“框架梁选筋参数”页中的参数进行选筋。



第三章 梁施工图

171

图 3.3.2 下筋优选直径（用于各种框架梁）

（1）选择通长筋与支座负筋

根据一般的施工习惯，梁的上部钢筋在支座是连通的，且有部分上筋是通长延伸多

跨。因此梁上部钢筋并不是分跨选配，而需要考虑整根连续梁的情况。

考虑到连续梁各跨可能出现偏心、高差、截面尺寸不同等情况，并不是每个支座处

的左右负筋都能够连通。软件在自动配筋时，首先找到有上述情况的支座进行分段，将

上筋分成一段一段进行配筋。如果连续梁中没有上述情况，则整根连续梁作为一段进行

配筋。

分好段后，对每段梁按下列四步进行配筋：

（1）选择钢筋直径。由于每段梁的上筋都至少有一部份是连通各跨的，所以各跨支

座配筋都应该使用统一的直径。程序的做法是将整段梁的各个支座都配一遍钢筋，然后

在所有支座配筋中选择直径最大的作为此段梁上筋使用的统一直径。

（2）根据统一的直径计算配筋面积反算各支座需要的钢筋根数。

（3）根据配筋包络图及相关构造要求确定各跨需要连通的钢筋根数，配出跨中通长

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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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整支座负筋直径。如果将支座负筋的某几根钢筋直径减小仍能满足配筋面积

要求，则使用较小直径的钢筋以减少实配钢筋量。出于受力合理的考虑，减小的钢筋直

径与初选钢筋直径的差异不会大于 5mm。

如果用户勾选了参数中“上部纵筋必须选用相同直径”，则忽略上述偏心、高差、

截面不同等情况，按照整根连续梁作为一段进行配筋。

（2）选择下筋

下筋根据配筋面积和前面所叙述的配筋方法进行选取，但是需要注意下筋的配筋面

积可能经过调整。

程序选配纵筋时使用的纵筋计算配筋面积（包括上筋和下筋）按如下过程选取：

（1）程序读取计算软件输出的各截面计算配筋面积作为纵筋计算面积的初始值。

（2）乘上用户在“配筋参数”中输入的“上筋放大系数”或“下筋放大系数”。

（3）如果腰筋不满足抗扭要求，将腰筋不能承担的配筋面积分配到主筋的计算面积上。

以上是上筋、下筋通用的计算配筋面积读取过程。对于抗震框架梁，其下筋面积还

需要根据《混规》11.3.6.2 条做出调整：框架梁梁端截面的底部和顶部纵向受力钢筋截面

面积的比值，除按计算确定外，一级抗震等级不应小于 0.5，二、三级抗震等级不应小于

0.3。需要注意此条规定针对实配钢筋面积。这也是软件配完上筋才能配下筋的原因所在。
2、用户自定义选筋

选择用户自定义选筋方式后，程序将自动按照自定义选筋库中的设置进行选筋。

图 3.3.3 自定义选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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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定义选筋库中上部纵筋选筋方法

①方法一：各支座通长负筋直径为“相同直径”、跨中负筋配置方式 “必须与支座

筋拉通”

图 3.3.4 方法一

第一步：程序先找出该连续梁各支座处设计配筋面积的最大值（3257）；

第二步：查表“框梁、次梁上部通长钢筋” ，因为该截图为 KL，所以以 KL 为例，

根据梁宽（300）及最大配筋面积（3257）查表得出通长筋直径（25）；

图 3.3.5 通长钢筋选筋

第三步：然后再到相应梁宽的表格中找该通长筋直径对应的设计配筋面积下的选筋。

（跨中通长筋也是在相同表格中选，根据跨中通长筋的设计配筋面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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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支座选筋

如果各支座通长负筋直径为“相同直径”、跨中负筋配置方式 “可使用小直径跨中

筋”，选筋过程同上，只是会在最后将选到的跨中负筋替换成小直径。

②方法二：各支座通长负筋直径为“可以不同直径”、跨中负筋配置方式 “必须与

支座筋拉通”

图 3.3.7 方法二

第一步：查表“框梁、连梁、次梁、悬挑梁钢筋”，因为该截图为 KL，所以以 KL

为例，根据梁宽（300）及各支座配筋面积查表得出各支座处的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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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 支座选筋

第二步：取较大侧配筋直径作为通长筋直径（该例中取 25），然后查表“框梁上部

通长钢筋”中相应梁宽下的通长筋对应的计算面积行中的选筋结果，该例中跨中负筋设

计配筋面积为 0，所以查表得出跨中负筋为 2 根 25；

图 3.3.9 跨中负筋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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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各支座通长负筋直径为“可以不同直径”、跨中负筋配置方式“可使用小直径

跨中筋”，则不按照第二步的方式取跨中负筋，仍是按照第一步的表格直接找相应的设

计配筋面积对应的配筋作为跨中负筋。选筋结果变为下图中所示 2 根 10。

图 3.3.10 跨中负筋选筋

（2）自定义选筋库中底筋选筋方法

即直接根据梁宽及设计配筋面积查表得出相应的选筋即可。

图 3.3.11 底筋选筋



第三章 梁施工图

177

以上自定义选筋库表格中的数据均可由用户修改，并可保存在自定义选筋库中。

3、用户自定义选筋的功能扩充

（1）用户自定义选筋时支持按裂缝选筋

当梁施工图中采用的是用户自定义选筋方式，也支持按裂缝选筋。裂缝选筋的原则

是：当按照计算面积选出实配后进行裂缝验算不满足限值要求时，会继续按照大于当前

选筋面积对应行的其他行逐行选筋验算。

（2）用户自定义选筋时可以支持计算面积选择按照计算结果中显示的整数取值

在通用选筋参数中增加参数“用户自定义选筋时计算面积取设计结果配筋简图显示

的数值（cm2）”，勾选该参数后，在查自定义选筋表时直接按照整数值进行查找。当

不勾选时，仍按照实际的构件信息输出的计算面积所在区间范围进行查表。

四、其它钢筋的选择与调整

纵筋、箍筋和腰筋构成了梁的主体骨架，除这些钢筋外，梁中还包含架立筋、次梁

附加筋等其它构造钢筋。对于这些钢筋软件也会给出自动配筋结果。

通长筋和箍筋确定后，架立筋的根数就确定了。程序只需选择架立筋直径。《混规》

(GB 50010－2010)9.2.6 条规定：梁内架立筋的直径，当梁跨度小于 4m 时，不宜小于

8mm，当梁跨度 4~6m 时，不宜小于 10mm，当梁跨度大于 6m 时，不宜小于 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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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将“架立筋直径”作为参数提供给用户，如果用户选择“按混规 9.2.6 计算”，则不

同梁跨会选出不同直径的架立筋。

图 3.3.12 架立筋直径选择

次梁附加箍筋缺省套数可以由用户交互修改，程序默认左右各加 3 个箍，如果不满

足次梁集中力的要求则加 2 根吊筋，吊筋直径根据计算确定。

图 3.3.13 附加箍筋缺省套数设置

五、空心板肋梁的配筋

梁施工图模块可以为空心楼板的肋梁选配纵筋，但配筋原则和技术条件与普通梁有

所不同。主要区别以下几个方面：1) 设计肋梁纵筋时考虑了板面及板底分布筋的贡献，

2) 与实心板区相交的主梁和肋梁，其支座负筋的计算截面取自实心板区的边缘。3) 目前

各种规范和规程都未对空心楼板肋梁箍筋做出具体构造要求，因此软件不会自动标注空

心楼板肋梁的箍筋，需要用户自行补充设计。4) 可以设计实心板区的补强板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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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4 空心板肋梁选筋参数

上图为空心板肋梁的选筋参数。应该注意到有两个特殊的参数：“空心楼盖板面筋”

和“空心楼盖板底筋”。软件根据这两个参数计算板筋承担多少梁纵筋计算面积。具体

算法是根据直径和间距算出每延米的板筋面积（板筋等级与梁筋等级不同时，会做等强

度代换），然后乘以 1/2 肋梁间距，得到的配筋面积做为板筋分担的钢筋面积。施工图

模块从计算模块读取到肋梁的纵筋计算面积后，减去板筋分担的部分，剩余的钢筋面积

做为肋梁钢筋的配筋依据。考虑到空心板整体性较一般梁更好，盖板与肋梁是共同受力

的，因此设计时可以将一部分板筋做为梁纵筋参与设计。这种做法降低了实际配置在肋

梁内的钢筋数量，避免因钢筋直径过大或根数过多引起的施工问题。应用此做法选出的

肋梁纵筋与工程实际设计经验也比较符合。

一般的空心板结构没有尺寸较大的主梁，所有荷载都是直接通过楼板直接传导至柱

子，因此容易在柱子周围形成应力较大的岛状区域。实际设计时，通常会取消柱周边的

若干箱体形成实心板区，并配置间距较密、直径较大的板面筋来加强此区域。对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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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心板区的梁（包括主梁和肋梁），软件取实心板区边缘位置做为梁支座负筋的控制截

面。此种做法充分考虑了板面筋补强的有利贡献，选出的支座负筋也比较符合工程经验。

除了设计肋梁钢筋，梁施工图模块还可以自动设计和绘制实心板区的补强筋。根据空心

板计算方法的不同，软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设计实心板区补强筋。详细计算方式见第

七节。

软件会将设计好的补强筋标注在每处实心板区，绘好的空心板施工图如下图所示。

图 3.3.16 空心板肋梁配筋及实心板区的补强钢筋

第四节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根据实配钢筋和计算内力进行梁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是梁施工图模块的重要功

能之一。

一、挠度图与挠度计算

梁施工图模块可以进行梁的长期挠度计算，并将计算结果以挠度曲线的形式绘出（如

下图）。用户可以查询各连续梁的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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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连续梁挠度图

长期挠度是根据梁的长期刚度 B 用结构力学计算方法(图乘法)计算的。其中梁长期刚

度 B 在等截面构件中可假定各同号弯矩段内刚度相等，并取用该区段内最大弯矩处的刚

度。《混规》(GB 50010－2010)3.4.3 条和 7.2.2 条，长期刚度应取短期刚度 Bs 除以影

响系数θ。关于短期刚度 Bs 的计算方法，普通混凝土梁和型钢混凝土组合梁有所不同。

混凝土梁的具体算法请参见《混规》(GB 50010－2010)7.2 节，其短期刚度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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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5.1

f

E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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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梁的具体挠度算法请参见《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规程 JGJ138-2001》

的 5.3 节，或《钢骨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YB9082-2006》的 6.2 节。具体使用哪本规范

由参数“型钢砼设计依据”决定，该参数在前处理模块计算参数对话框的“构件设计信

息”页中。

《JGJ138-2001》，其短期刚度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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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9082-2006》中，短期刚度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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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两个公式可以看出型钢砼梁的刚度由混凝土贡献的刚度和型钢贡献的刚度两部

分组成。通常型钢刚度较大，这也是加入型钢可以有效降低梁挠度的原因。

与挠度计算及显示相关的参数共有 5 个，如图 3.4.2 所示。

图 3.4.2 连续梁挠度计算参数

参数“挠度图绘制比例”表示 1mm 的挠度在图上用多少 mm 表示。此数值越大，

则绘制出的挠度曲线离梁轴线越远。

与梁相邻的现浇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梁的受压翼缘，而受压翼缘存在与否对不

同梁的挠度计算有不同的影响。考察短期刚度的计算公式，可以发现对于普通混凝土梁，

受压翼缘仅影响
`
f ，对最终结果影响较小，而对于型钢混凝土梁，受压翼缘对 Ic 的影响

很大，从而对最终结果产生很大影响。软件由用户决定是否将现浇板作为受压翼缘。如

果勾选“将现浇板作为受压翼缘”，则软件按《混规》(GB 50010－2010)5.2.4 条计算受

压翼缘宽度。

对于挠度超限的梁跨，软件用红字标出。依据《混规》表 3.4.3，程序可以自动计算

各跨梁的挠度限值。如果勾选“挠度限值是否取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表 3.4.3 括号内的

值”，则软件采用《混规》(GB 50010－2010)表 3.4.3 中括号中的数值作为挠度限值。

计算挠度时，可以使用各工况的原始弯矩进行计算，也可以使用经过调幅后的内力

进行计算。参数“使用调整后内力计算挠度”控制使用何种内力。

传统挠度算法假定连续梁为简支连续梁（悬挑跨为根部固结，端部自由），各跨挠

度独立计算。计算时不考虑支座的位移，也不考虑交叉梁之间的变形协调。交叉梁系使

用传统算法计算挠度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且两个方向梁的挠度不协调，不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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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用。此时可以勾选“计算挠度时考虑相交梁互相约束”，勾选此项后，软件将采

用整层的交叉梁系模型计算挠度。挠度整体算法的主要计算流程如下：

1.根据恒载、活载的准永久组合及各梁跨的实际配筋情况计算各梁跨的长期刚度。

每跨梁上的各梁段取同样的长期刚度，对于悬挑梁跨，取梁跨根部负弯矩区的刚度，

对普通梁跨，取跨中正弯矩区的刚度。如果梁上有多种准永久组合（有自定义工况时），

取各准永久组合算出的刚度中的最小值。

2.构建单层分析模型，并传入有限元程序计算各节点处各工况的竖向位移。此分析模

型的梁刚度使用步骤 1 中传入的值，荷载取用户布置的恒、活荷载。有竖向构件的节点

按竖向位移为 0 处理。

3.根据整体计算得到的各工况节点位移组合出准永久组合的节点位移。

4.由于挠度是相对位移，所以节点位移需要结合梁跨支座情况才能得到各节点的控制

挠度。对悬挑梁跨，取根部控制挠度为 0，自由端控制挠度等于节点位移。根据两端的控

制挠度及跨中各节点的节点位移，即可取得梁跨的控制挠度曲线。基本原理如下图所示。

节点位移

控制挠度

图 3.4.3 节点位移与控制挠度

5.在控制挠度上叠加图乘法的计算结果，即可得到梁跨的实际挠度曲线。由于节点已

经做为挠度控制点了，所以此处假定梁跨经过的所有节点均为铰支座，以梁段为单位进

行图乘。

考虑相交梁相互约束后，不同方向的梁在节点处的位移是彼此协调的，得到的结果

更为合理，基本不会出现一个方向梁挠度很小而另一方向挠度超限的情况。下图为实际

效果例，左侧为不考虑彼此约束的传统算法，右侧为考虑彼此约束的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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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 挠度的传统算法与整体算法效果对比

从 1.4 版开始，施工图模块中不再允许用户修改活荷载准永久值系数。此系数前移

至前处理模块的计算参数中确定。在计算参数对话框中的“自定义工况组合”页中，用

户可以任意修改各恒载、活载工况的组合值系数及各活载工况的准永久值系数。计算挠

度时，根据此页中的参数确定准永久组合内力。如果存在多种准永久组合值，软件会计

算各种组合的挠度，并取大输出。

在挠度图的状态下可以执行“计算书”命令。计算书输出挠度计算的各种中间结果，

包括各工况内力、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长期刚度、短期刚度等。对于有疑问的梁跨，

可以使用计算书进行复核。

图 3.4.5 连续梁挠度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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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裂缝图与裂缝计算

“裂缝图”命令可以计算并查询各连续梁的裂缝，绘制好的裂缝图如下图 3.4.6 所示。

图上标明各跨支座及跨中的裂缝。

梁的裂缝是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计算的，按《混规》(GB 50010

－2010)7.1.1，计算裂缝宽度时，普通钢筋混凝土（非预应力）钢筋应力使用准永久组合，

而不再使用标准组合。

混凝土梁的裂缝计算公式请参见《混规》7.1 节，其基本公式为











te

eq

s

sk
cr

d
c

E 


 08.09.1max

其中，ψ为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σsk 为受拉钢筋等效应力，deq 为受拉钢筋的

等效直径，ρte 为受拉钢筋的配筋率。

本软件可按照《混规》7.1.2 条注 2 考虑配置表层钢筋网片的梁裂缝折减，折减系数

默认为 0.7，用户可以在参数表中修改。

型钢混凝土梁的裂缝计算公式请参见《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规程 JGJ138-2001》

的 5.2 节或《钢骨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YB9082-2006》的 6.2 节。基本公式与普通混凝

土梁基本相同，但是ψ、σsk、deq 和ρte 等参数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均需考虑型钢截

面发挥的作用。为了与《混规》(GB50010-2010)保持一致，程序对型钢混凝土梁也采用

准永久值计算裂缝，同时受力特征系数 cr 由 2.1 改为 1.9。因此程序算出的型钢砼梁裂

缝会比按规范的原始公式算出的值要小些。计算型钢混凝土梁的裂缝时，不考虑轴力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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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 梁裂缝图

裂缝计算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 3.4.7 裂缝计算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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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的裂缝限值由用户填写，如果计算得到的裂缝宽度大于此值，在图面上将以红

色显示。上表面的限值和下表面的限值可分别填写，以便对支座筋和底筋进行不同的控

制。

在计算裂缝时使用的内力可以考虑支座宽度的影响。当考虑支座宽度对裂缝的影响

时，程序在计算支座处裂缝时会使用支座边缘的弯矩 Msup，如果不勾选此项，则使用节

点处的弯矩 Mmax。Msup和 Mmax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 3.4.8 考虑支座宽度对裂缝的影响

对于支座边缘的弯矩值 Msup程序提供了两种计算方式，如下：

（1）如果勾选了“取支座边缘弯矩”，即将支座中心处的弯矩值按照支座宽度线性

内插到支座边缘处求解折算内力。

（2）如果勾选了参数“按经验公式折减”，程序在计算支座处裂缝时会对支座弯矩

进行折减，折减公式默认如下：

 3/**3.0min maxmaxsup BVMMM ，

其中 M 为原始弯矩，V 为原始剪力，Bc 为支座宽度

由于计算软件计算时不考虑柱截面尺寸，而计算支座裂缝需要的是柱边缘的弯矩，

所以进行以上折减。如果计算软件考虑了节点刚域的影响，则计算时不宜再考虑此项折

减。

与挠度图类似，软件同样提供了裂缝计算书的查询功能，可以使用计算书对有问题

的梁跨进行复核。裂缝计算书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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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9 梁裂缝计算书

软件可根据裂缝选择纵筋。如果选择了“根据裂缝选筋”，则软件在选完主筋后会

计算相应位置的裂缝（下筋验算跨中下表面裂缝，支座筋验算支座处裂缝）。如果所得

裂缝大于允许裂缝宽度，则将计算面积放大 1.1 倍重新选筋。重复放大面积、选筋、验

算裂缝的过程，直到裂缝满足要求或选筋面积放大 10 倍为止。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增大配筋面积减小裂缝宽度是比较没有效率的做法，通常钢筋面

积增大很多裂缝才能下降一点。其他方法，如减小保护层厚度则可以比较迅速的减小裂

缝宽度。因此，对比较关心钢筋用量的工程，不应该完全依赖程序自动增加钢筋的方法

减小裂缝，应该尽量通过合理的截面设计使裂缝满足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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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0 根据裂缝选筋

第五节 梁施工图的表示方式

梁施工图模块按照平面整体表示法出施工图。

一、施工图的管理

所有模块的施工图均放在“工程目录\施工图”路径下，其中“工程目录”是当前工

程所在的具体路径。梁平法施工图的缺省名称为 BeamPlan*.dwy，其中的星号“*”代

表具体的自然层号。每次进入软件或切换楼层时，系统会在施工图目录下搜寻相应的缺

省名称的图形文件，如果找到，则打开旧图继续编辑，如果没有找到，则生成已缺省名

称命名的图形文件。

如果模型已经更改或经过重新计算，原有的旧图可能与原图不符，这时就需要重新

绘制一张新图。Ribbon 菜单中的“绘新图”命令即是实现此功能。点此命令后，会弹出

如图 3.5.1 所示的对话框，用户可以选择绘新图时所进行的操作。各相关选项的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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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选择“重新选筋并绘制新图”，则系统会删除本层所有已有数据，重新归

并选筋后重新绘图，此选项比较适合模型更改或重新进行有限元分析后的施工图更新。

（2）如果选择“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新图”，则系统只删除施工图目录中本层的施

工图，然后重新绘图。绘图时使用数据库中保存的钢筋数据，不会重新选筋归并。此选

项适合模型和分析数据没变，但是钢筋标注和尺寸标注的修改比较混乱，需要重新出图

的情况。

（3）如果选择“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局部平面图”，即按照当前的图形结果，根据

用户围区的平面范围，以及设置的最大最小标高范围，绘制出该范围内的连续梁施工图。

该功能主要是解决层间梁绘制、平面局部位置构件绘制等问题。

图 3.5.1 绘制新图菜单

二、平法图的绘制

平面整体表示法施工图，简称平法图，已经成为梁施工图中最常用的标准表示方法。

该法具有简单明了，节省图纸和工作量的优点，参见图 3.5.2。

软件绘制的平法施工图完全符合图集《16G101-1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

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主要采用平面注写方式，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各选一根梁，

在其上使用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注写其截面尺寸和配筋具体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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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 梁平法施工图

为方便输入，软件在修改钢筋时使用字母 A、B、C、D、E、G 分别表示 HPB300、

HRB335、HRB400、HRB500、CRB550（冷轧带肋）和 CRB600H 的钢筋，用 F 表示旧

一级钢 HPB235 的钢筋。绘图时，也可以使用字母代替国标符号 等表示钢筋等级。

在配筋参数，软件提供了钢筋等级符号使用国标符号还是英文字母的选项，参见图 3.5.3。

图 3.5.3 钢筋等级符号选择



第三章 梁施工图

192

第六节 各菜单操作说明

菜单从左到右分为：设置、启动绘图、连续梁定义修改、钢筋标注、钢筋修改、配

筋面积显示、挠度裂缝计算等部分。最左边是平面模板图绘制的几个菜单，这里省略没

有列出。

图 3.6.1 梁施工图菜单

一、参数

这里设置的参数分为绘图参数、梁名称前缀、通用选筋参数、裂缝挠度相关、分类

选筋参数等五大类。其中分类选筋参数又包括框架梁选筋参数、非框架梁选筋参数、墙

连梁选筋参数、悬挑梁选筋参数、空心板肋梁选筋参数等五页。下面分别说明各参数的

含义及用法。
1、绘图参数

绘图参数如下图列表：

图 3.6.2 绘图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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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平面图比例”控制整张施工图比例。字高、线型比例等注释性元素均需乘以

该比例后应用。例如参数中字高为 2.5 的文字，在 1:100 的图面上测量，为 250 个绘图

单位，在 1:50 的图面上，则为 125 个绘图单位。平面图中的各种构件线条均采用 1：1

绘制，例如 3000mm 的梁线在图面上测量就是 3000 个绘图单位。

参数“剖面图比例”指的是截面注写的绘图比例，此比例控制着截面图的大小。截

面图中的所有构件线条均放大了（平面图比例/剖面图比例）倍。例如一个梁宽 200 的梁，

使用 1:20 的剖面图比例绘制在一张 1:100 的平面图上，则此梁的宽度将按 1000 个绘图

单位绘制。

参数“钢筋等级符号”默认值为“国标符号”，此时使用 等规范中规定的符

号来表示钢筋等级。如果选择“英文字母”，则程序使用 ABCD 等英文字母表示钢筋等

级。

参数“标注图素类型”控制使用多行文本图素还是单行文本图素进行标注。使用多

行文本标注时，同一位置的多行标注放在一个图素中，调整位置及编辑时可以多行一起

进行，比较方便。使用单行文本的话，每行文本作为一个图素存在。

参数“标注文本行间距系数”控制多行文本的疏密程度。此数值越大，行间距约大，

多行文本越稀疏；此系数越小，则行间距越小，文本越密集。

参数“详细集中标注缺省离开梁线的距离（n 倍的字高）”控制详细集中标注组文

字距离梁边线的位置。

参数“简略集中标注缺省离开梁线的距离（n 倍的字高）”控制简略集中标注文字

距离梁边线的位置。

参数“上/下部原位标注缺省距离梁线的距离（n 倍字高）”控制梁原位标注离梁边

线的距离，倍数越大，原位标注离梁线越远。

参数“集中标注引线起始点位置”控制梁集中标注引线起始点的位置，可以标注在

梁边线上，也可以标注在梁中心线上。

接下来的几个参数都与文字避让相关。勾选“考虑钢筋标注文字避让”时，自动绘

制完一层梁图后会对所有标注文本进行避让，绘图时间较长，但图面效果较好。

参数“连梁编号标注跨数（1）”可控制按照框梁建模的连梁在梁施工图中出图时是

否标注跨数。

参数“标注截面”可控制是否标注梁的截面尺寸，默认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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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梁名称与截面分成两行标注”，默认将梁编号与截面尺寸标注在同一行中。

参数“标注负筋”、“标注底筋”、“标注预应力筋”可控制图面上是否标注负筋、

底筋、预应力筋等，默认是勾选。

参数“标注腰筋”可控制图面上是否表达腰筋。默认是“全标注”，此时按图集

16G101-1 的标准规则标注腰筋；如果选择“仅抗扭腰筋”，则图面上不标注构造腰筋，

在总说明中增加一条说明，要求施工时按构造配置腰筋；如果选择“全不标注”，则图

面上没有任何腰筋相关的信息，用户需手工修改图面，使用其他方式表达腰筋构造。

参数“标注箍筋”可控制图面上是否表达腰筋。默认是“全标注”，此时按图集

16G101-1 的标准规则标注腰筋；其他可选值还有“仅框架梁”、“全不标注”和“缺省

规格不标注”，选择这三个选项后用户需采用其他方式补充表达未标注的箍筋。

参数“标注标高”可控制图面上是否标注标高，默认勾选。

参数“标注偏拉控制配筋标识”可以控制是否对轴心受拉、小偏心受拉杆件进行（PL）

的平面标注，该标注主要是为了明确纵向受力钢筋不得采用绑扎搭接。

参数“标注仅一端支座为框架柱或剪力墙的梁箍筋加密区长度”，主要解决一端与

竖向构件相连一端与梁相连的梁，与梁相连侧可以不布置箍筋加密区，箍筋取值是否有

加密区仍由程序根据计算所需的箍筋面积选筋得到，当判断不加密能满足梁端支座侧箍

筋时，则标注出柱、墙端支座处箍筋加密区的范围。

设计依据：16 图集 P88 页

混凝土规范 11.3.6 条关于加密区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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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该参数后，对于梁端加密区的标注形式如下图所示：

参数“梁上部钢筋最大长度”，该参数设置的有效范围为 6000~12000mm 之间。当

梁上部钢筋长度大于设置值时考虑钢筋截断，并在钢筋统计时正确考虑钢筋的搭接长度。

2、梁名称前缀

梁名称前缀设置如下图列表：



第三章 梁施工图

196

图 3.6.3 梁名称前缀参数设置

该页设置各种类型连续梁编号时的前缀名称。

参数“梁编号考虑梁组中详细标注连续梁所在的轴号”，勾选该参数后，梁编号时

可以考虑在梁编号中增加所在轴号的具体位置。梁编号形式有以下两种：

a）梁类型代号（KL、L……）+轴线号(阿拉伯数字 1、2、3……)+序号（小写英文

字母 a、b、c……），如 KL-1a、L-2b；

b）梁类型代号（KL、L……）+轴线号(建模中指定的，一般为大写英文字母 A、B、

C……)+序号（阿拉伯数字 1、2、3……），如 KL-A1、L-C2。

连续梁所在轴线号采用建模模块中的轴线名称定义，若所在轴线的未定义名称，则

依次查找轴线前后连接的有名称的轴线的名称、上一有名称的平行轴线的名称、下一有

名称的平行轴线的名称。

3、通用选筋参数

通用选筋参数如下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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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4 通用选筋参数设置

参数“归并系数”用于控制梁归并的组数。该参数为 0 时为不归并，每个连续梁单

独一组；该参数为 1 时，所有几何形状相同的连续梁均会归并为一组。关于归并的具体

机制，请参见本章第二节第五段：“五、连续梁的归并规则”。

参数“自动归并时考虑腰筋”，该参数用于控制几何形状相同但侧面楼板布置不同

hw 不同引起的腰筋（侧面纵向构造筋）不一致时是否归并为一组。常见情况是截面相同

的边梁与中梁 hw 不同，腰筋不同，但是归并到了一起。

参数“多塔楼结构分塔楼归并编号”，控制不同塔楼的连续梁是否归并；若勾选，

连续梁归并时考虑梁所在塔号，塔号不同不归并为一组，并在梁编号前加前缀“塔号-”，

如 3 号塔楼楼层框架梁 1 表示为“3-KL1”。

参数“梁组归并编号时严格要求几何特性一致”，用于控制几何特性近似（如对应

梁跨上梁段数相同跨度不同）、配筋相同的连续梁组是否采用相同编号。

参数“对称归并”，用于控制镜像对称的梁是否归并。程序在归并连续梁时默认考

虑连续梁的方向，即不勾选时，即使镜像对称位置配筋相同，仍将其归并到不同组；若

勾选，则会归并到一个组，并在其中一个方向的梁的上标注“***-反”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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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梁跨间归并系数”用于控制同一根连续梁不同跨之间的钢筋是否归并。该参

数为 0 时为不归并，连续梁的每一跨为单独一组；该参数为 1 时，所有几何相同的连续

梁跨均会归并为一组。该系数是对钢筋根数的差异率比较，当填写该系数介于 0~1 之间

时，会首先分别将每跨的左支座、右支座、跨中底筋根数取大，将最大值 n 乘以所填写

的梁跨间归并系数 m 得到一个值λ（λ应按照四舍五入的方式取值），然后将每跨对应位

置的钢筋根数求差值 a，当 a<λ时则归并，当 a>λ时则不考虑归并。第一次归并完成后，

如果仍有不满足归并条件的梁跨，程序会将未归并的剩余梁跨按照前述相同的方式再判

断，直至所有跨归并完成或者仅剩一跨为止。在判断是否能归并时是分别对左支座、右

支座、底筋面积进行比较，只要其中一个满足归并要求则满足的位置进行归并，不要求

三者均满足。

参数“按框架梁设计的墙梁最小跨高比”，控制墙支座梁是被判断成连梁（LL）还

是框架梁（KL）。连续梁性质判断的具体规则请参见本章第二节第四段。

参数“跨中负筋计算面积取值范围”的选项如下图所示。这里，“支座筋截断点”

为 1/3 跨长处（取支座两侧相邻净跨的大值）位置，“不需要点”为从截断点位置往支

座方向内延 max(h0，20d)的位置。①不需要点：假定梁支座筋的截断位置是一定的，即

1/3 跨长（取支座两侧相邻净跨的大值）位置，然后从该位置往支座方向延 max(h0，20d)，

取该位置的钢筋计算配筋面积与跨中剩余部分范围内的设计配筋面积大值作为跨中负筋

选筋依据，示意如图 3.6.6 所示；②支座筋截断点：直接取 1/3 跨长（取支座两侧相邻净

跨的大值）位置对应的设计配筋面积作为跨中负筋的选筋依据；③仅跨中：取梁跨中截

面处的设计配筋面积作为跨中负筋的选筋依据。

图 3.6.5 跨中负筋计算面积取值范围

图 3.6.6 跨中负筋计算面积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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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梁纵筋全通长”被勾选时，框支梁和底框梁的负筋全部通长配置，不设截断

的支座负筋。不勾选时，软件按《高规》10.2.7.3 的要求，保证至少有 50%的负筋全长

贯通。

“通长纵筋直径不宜超过柱尺寸的 1/20”，该参数来源于《抗震规范》6.3.4.2。柱

截面较小时，此条规范执行起来有困难，容易造成钢筋根数太多，排筋困难。因此软件

设置此参数，允许用户选择是否执行此条规范。

“箍筋选筋库”决定配箍筋时哪些直径是可用的。

“12mm 以上箍筋等级”主要在缺省箍筋等级为 HPB300 或 HPB235 时使用。由于

12mm 以上的大直径光圆钢筋供货较少，许多设计师习惯将大直径的箍筋等级设为

HRB335 等带肋钢筋。使用该参数即可由软件自动完成代换工作。钢筋等级变化时，软

件仅对计算面积进行等强度代换，构造要求、最小配筋率等与箍筋等级无关，软件不会

对这部分进行代换。

“箍筋间距取整模数”控制 100mm 以上箍筋间距的取整模数。选择 50mm 时，软

件会选配出 150mm 的间距。选择 100mm 时，软件只采用 100、200 两种规格选配箍筋。

100mm 以下的箍筋间距取整模数为 5，不受此选项控制。100mm 以下的间距很不常见，

只可能出现在梁高较小或计算箍筋太大，造成软件不得不选配的情况。

“箍筋肢数允许单数”控制箍筋的肢数，程序默认箍筋肢数为偶数，只有用户选择

“允许”时才会出现单肢箍的形式，或者“仅限 3 肢箍”时才会出现。

“最小腰筋直径”决定腰筋的最小直径。软件选择的腰筋，除了满足这个参数的要

求外，还考虑了腰筋配筋率（《混规》9.2.13）、转换梁腰筋最小直径（《高规》10.2.7.3）

等规范规定的构造要求。

“拉筋直径”参数决定腰拉筋的直径。默认是按照《平法图集 16G101-1》第 87 页

注 4 的要求设置。腰拉筋在平面注写中不标注，只在截面图中标注。

“保护层大于等于 50 的梁配置表层钢筋网片”勾选后，除了在截面图中绘制表层钢

筋网片外，还会对裂缝计算产生影响。

“挑梁箍筋最大间距”控制悬挑梁跨的箍筋选择。默认状态下悬挑梁是非抗震的，

非抗震梁允许的箍筋间距为 200mm。挑梁作为静定结构，抗剪失效后会整体坠落，后果

严重，因此挑梁也使用 200mm 的箍筋间距是偏不安全的。为提高挑梁的安全度，许多

设计院习惯为挑梁选择 100mm 的箍筋间距。此参数满足这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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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梁附加箍筋缺省套数”控制附加箍筋选筋时两侧的套数，影响到附加箍筋及附

加吊筋的选筋。

“判断连续梁几何特性是否一致时梁段比较长度容差”，该参数影响到对称位置的

连续梁是否可以实现几何归并，归并的前提是梁的方向必须一致，然后对比每一段网格

上对应的梁段长度，如果梁段长度差值在设置的长度容差范围内，则可以几何归并，否

则不能归并。看程序中是否能归并，可以通过修改梁名称功能时下拉框中梁名称的选项

进行判断，如果下拉表中有对称位置的梁名称则说明可以归并，否则不具备归并条件。

“连续梁支座两侧上部纵筋分别选筋的计算面积容差”指的是支座两侧设计配筋面

积的绝对差值。

“连续梁悬挑跨支座处两侧上部纵筋选筋时计算面积取大”，默认不取大，仍按照

程序设置的支座两侧负筋选筋条件判断是否单独选筋；当勾选该参数后，支座两侧的配

筋面积取大再选择实配钢筋，不在判断两侧负筋差异率。

“纵筋选筋方法”包括两项：程序自动选筋、用户自定义选筋。当勾选用户自定义

选筋时按照用户定义的选筋表格中设置的内容进行选择，与参数中定义的钢筋选筋库就

没有关系了。用户自定义选筋文件保存路径为“C:\ProgramData\yjkSoft\YJKS2.0\自定

义选筋表格”。

“忽略屋面框架梁判断的楼层”，该参数是提供用户修改用来干预程序对 WKL 的自

动判断的。旧程序中判断 WKL 的条件是：与框梁相连的竖向构件是否连续，如果竖向构

件不往上层延则判断为 WKL（但连续梁中的任意一个支座处的竖向构件连续都不认为是

WKL），这种判断经常导致不是屋面的楼层出现 WKL 的编号。新版本中增加该参数进行

控制，用户可以填写不生成 WKL 的楼层，楼层为自然层号，多层时支持逗号、- 特殊符

号。用户填写后在生成梁施工图时则在所填写楼层不会出现 WKL 的编号。该参数的默认

值为空，即程序自动判断。

“抗扭纵筋分配方式”，包括三种，（1）腰筋按照构造配，即腰筋只需要满足最小

直径及最小根数，剩余的抗扭纵筋面积平均分摊到上、下部纵筋上；（2）按截面高宽比

分配，按照截面的高宽比比例分配；（3）完全由腰筋承担，即只需要腰筋满足计算所需

的抗扭纵筋面积要求，上、下部纵筋不考虑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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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筋自动选筋时的间距容差（%）”控制程序自动选筋时的腰筋间距。默认值 5%，

与原程序内部控制值保持一致。例如容差 5%，每侧纵向构造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则间距≤210mm 时判定为满足规范限值要求。

“梁的腹板高度 hw 取值方法”该参数用于控制梁计算腰筋最小根数时使用的腹板

高度计算值，是否采用有效高度 h0 计算。

“梁上、下部钢筋水平方向的最小净间距”，选筋考虑纵筋排布时水平方向的最小

净间距取该值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限值中最大值计算单排最大根数，解决部分情况下

按规范净距的要求配置钢筋过于密集的问题。

“上部纵筋多于 1 排时优先按照最大单排根数排布”，勾选该参数后，当梁的钢筋

排数多于 1 排时，单排优先按照最大钢筋根数排布。否则，为了更好保证混凝土浇筑质

量，单排根数越少越好。同时还应尽量减少出现一排单根钢筋而需要增加钢筋根数排布

的情况。

“梁宽度≤200mm 且支座为厚度≤200mm 的面内墙时单排配置 2 根纵向钢筋”，

对于截面宽度小于等于 200mm 的梁，当支座为面内墙支座，且墙厚小于等于 200mm

时，考虑墙身分布筋对梁支座筋弯折的影响，为了方便施工，梁单排配置可以仅配置 2

根纵向钢筋。

“实配钢筋面积与计算面积的容差”，即当实配钢筋面积≥（1-容差）x 计算面积时

认为满足面积要求。
4、裂缝挠度相关

裂缝挠度相关参数如图列表，此页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本章第四节。

图 3.6.5 裂缝挠度相关参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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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类选筋参数

分类选筋参数包括“框架梁选筋参数”、“非框架梁选筋参数”、“墙连梁选筋参

数”、“悬挑梁选筋参数”、“空心楼盖肋梁选筋参数”五页。分别控制各种性质连续

梁的选筋流程。四页参数中大部分参数都是相同的，这些参数的作用在本章第三节中都

有介绍。下图为“框架梁选筋参数”页中的内容。

图 3.6.6 框架梁选筋参数

二、设钢筋层

具体功能操作详见第二节、一。
三、绘新图

绘新图菜单下有三个选项：

图 3.6.7 绘新图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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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新图的过程是：读取用户设置的参数、按照用户设置的钢筋标准层、在全楼自动

归并、绘制当前层的钢筋平法图。当进入某一层时，程序自动按这样的流程进行新图的

绘制。

当用户重新修改了钢筋参数，或者修改了钢筋标准层的定义、甚至前面重新进行了

结构计算，就应该执行绘新图下的第一个菜单选项：重新归并选筋并绘制新图，否则修

改的钢筋参数或标准层不能起作用或不能全部起作用。

第二个选项是为了继承对钢筋做过的修改。比如当用户修改了结构模型，但没有重

新计算，没有改参数等时，可以执行绘新图的第二个选项：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新图，

这样是为了保留已有的钢筋修改。

第三个选项是在前两个选项状态下绘制完施工图后，根据用户围区平面范围及设置

的标高范围对局部平面的单独绘制。

操作步骤：

第一步：执行“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局部平面图”

第二步：围区框选需要绘制局部平面的区域

第一次右键——继续补充围区需要绘制局部平面的区域（并列关系）；

如果不需要补充，则再右键；

第二次右键——围区框选无需绘制标注的局部区域（对之前局部绘图范围内不需要标

注的部分进行围区）；

第三次右键——选择控制底图绘制范围的围区（选择已围区的范围线，确定底图绘制

范围，被选中绘制底图的部分范围线是绿色显示）；

第三步：右键确定创建局部绘图图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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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效果如下图所示：

四、批量出图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批量计算和绘制梁施工图，同时用户可选择批量生成 dwg、

PDF 文件，交互操作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 3.6.8 批量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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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连续梁修改

这里对程序自动生成的连续梁进行修改，包含连续梁名称的修改、连续梁的拆分与

合并、梁梁相交处支座的查看和修改、井字梁的定义和取消等。

1、连续梁查找功能

为方便根据连续梁名称对连续梁进行定位，软件设置了连续梁查找功能。

图 3.6.9 连续梁查找功能

进入此命令后，左侧会出现一个树形列表对话框，本层全部连续梁都会按名称顺序

排列在表中，单击表中任意一项，软件就会对选中的梁加亮显示，同时将此梁充满显示

在窗口中。有此功能后，一些按梁名称查找、排序等工作将会变得相当方便。

2、井字梁

程序可将井字梁部分按照平法规则表示，但是需要人工指定平面上需要按照井字梁

平法规则表示的部分。

井字梁通常由非框架梁构成，并以框架梁为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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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0 未定义井字梁前的平法图

上图是没有定义井字梁前的平法图，以此说明选择井字梁的过程：

点取“井字梁定义”菜单后，须先用多边形围区框选需要按照井字梁平法规则表示

的部分，应把井字梁所在房间围区框在里面，随后程序把主梁之间的梁识别成井字梁并

用红色加亮，如图所示。

图 3.6.11 选择需定义井字梁的范围

下一步是用户可以逐根选取井字梁，如果前面框选转化的井字梁还有遗漏，或者还

需补充选择新的井字梁，此时须逐根点选，选完后按鼠标右键。屏幕弹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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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2 定义井字梁提示

点“是”后，程序将井字梁部分的平法图重画，程序可以区分框架梁和非框架梁，

并使框架梁成为非框架梁的支座，两框架之间的非框架梁成为井字梁，井字梁连续跨越

的框架梁数量-1 成为井字梁的跨数。同时程序将井字梁名称代号改为 JZL，并改用单粗

虚线显示，作为井字梁支座的框架梁仍用双细虚线表示。

图 3.6.13 定义井字梁后的平法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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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户定义的井字梁必须是将原来按照非框架梁编号的整根连续梁完整地转换，

这样程序可将原来按照非框架梁编号的连续梁整根更名为 JZL，不能仅作部分转换。如

果仅作部分转换，则须先把原来的连续梁进行拆分。

其它具体功能操作详见本章第二节。

六、钢筋标注修改

1、标注开关

标注开关下设置两个菜单：

图 3.6.14 标注开关菜单

1）开关

“标注开关”除了按平面位置分类控制梁标注的隐藏/显示外，还可以按连续梁类型

控制梁标注的隐藏/显示。

图 3.6.15 隐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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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用户实现不同的绘图需求，比如横向梁、竖向梁的显隐实现 X\Y 向梁分开绘图，

通过梁类型的选择实现主次梁分开绘制等。

2）附加箍筋开关

附加箍筋开关专用于次梁下的附加箍筋显示开关，打开后程序将在次梁左右各画出

三根（或者用户交互定义的缺省套数）附加箍筋，如图所示。

图 3.6.16 标注了附加箍筋的施工图

程序对次梁的附加箍筋不作引出标注，因为对每根次梁附加箍筋作引注常造成图面

混乱。考虑到次梁附加箍筋根数配置相同，程序只做出统一的说明，在自动生成的说明

中有一句“图中未原位引注的附加箍筋，间距为 50，钢筋等级、直径和肢数均与该主梁

的其它箍筋相同”。

2、标注换位

此命令是将平面上连续梁的详细标注（包括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转移到其它相

同编号的连续梁上，而原有位置被置换为简化的标注。

在平面图上，程序从相同编号的连续梁中任意选择其中的一个做详细的标注，详细

标注就是对该连续梁作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而其它相同编号的连续梁只作带有名称编

号的简化标注。

当详细标注处图面拥挤、字符重叠时，可用标注换位菜单，寻找其它图面宽松的位

置作详细标注，从而可以解决标注相互重合或打架的问题。

3、移动标注

可以移动截面注写上的各项标注，如集中标注、尺寸标注、钢筋标注、简化标注等。

操作中标注内容是整体拖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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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注移动”命令（按钮位置如下图）移动集中标注时，会首先出现提示：“请

选择移动方式：[L-直线/X-斜线引出/Z-折线引出]”，用户需要点击相应的字母才能开始

移动。

直线模式是传统的移动模式，引线始终为一条直线，且引线方向与梁线垂直；斜线

引出模式和折线引出方式则保持引线的引出点和文字方向不动，分别使用斜线或折线将

文字与引出点连接起来。三种移动模式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3.6.17 三种移动模式

4、翻转

这个命令主要是切换集中标注的对齐方式。使用这个命令翻转标注后，集中标注就

会翻转到标注引线的左边，文字对齐方式也变为右对齐，再次翻转后又会变为正常状态。

5、避让

对梁施工图的集中标注、原位标注进行避让，示例如下。

（a）避让前 （b）避让后

图 3.6.18 避让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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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详图

详图中增加“添加梁立面图”、“添加截面注写”、“添加型钢混凝土梁截面”等

功能。

图 3.6.19 梁详图菜单

“梁表”即将梁的钢筋用列表的形式表示。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可在当前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按照梁表形式绘制的梁编号，一般常用的是单跨梁、连梁，

所以在对话框中增加了“单跨梁”、“连梁”的快速选择项。表格形式对应有两种：形

式 1、形式 2，不同的形式对应的右侧列表绘制内容不同，当选择形式 2 时，还可以在右

上角勾选是否直接在表格中显示计算及实配面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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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梁表时是否保留原平法图中的详细标注，由参数“列表注写的梁简略标注”来

控制。不勾选时，即使绘制梁表，平法图中的详细标注仍保留；如果勾选，则将原详细

标注变成简标，只保留梁编号。

“添加梁立面图”可绘制梁的立面详图。

“添加截面注写”提供梁平法施工图的截面注写方式，它是在梁平面布置图上，分

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选择一根梁用剖面号引出配筋图，并在其上标注截面尺寸和配筋具

体数据的方式来表达梁平法施工图。

对用户选择的梁，程序将“单边截面号”画在该梁上，再将截面配筋详图画在本图

上。在截面配筋详图上标注截面尺寸 bxh、上部筋、下部筋、侧面构造筋或受扭筋以及

箍筋的具体数值，其表达形式与截面注写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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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20 梁截面标注图

程序提供了三个菜单：添加截面注写、移动截面注写、删除截面注写。

添加截面注写就是在平面图上选择需要作截面注写的梁段，人工给出剖面号，随后

用鼠标拖动自动生成的剖面图到平面图旁的任意位置画出。如果用户点取的是梁的跨中

位置，则程序给出该梁跨中的剖面图，如果用户点取的是该梁的靠近支座的位置，则程

序给出该梁支座处的剖面图。

程序提供了三个菜单：添加型钢混凝土梁截面表、移动型钢混凝土梁截面表、删除

型钢混凝土梁截面表。

“添加型钢混凝土梁截面表”即在当前图上插入当前平面中定义的型钢混凝土梁截

面，同时完成对型钢混凝土梁截面部分进行平法标识。

7、三维

此菜单下增加了绘制钢筋三维图的功能，便于用户直观的观察钢筋布置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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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21 梁三维菜单

七、钢筋修改

程序提供多种修改钢筋的方式。

修改钢筋时，程序按照字母表示不同的钢筋强度等级，A、B、C、D、E、G 分别表

示 HPB300、HRB335、HRB400、HRB500、CRB550（冷轧带肋）和 CRB600H 的钢筋，

用 F 表示旧一级钢 HPB235 的钢筋。钢筋间距的符号既可以用“@”输入，也可以用“—”

输入。

1、重新选筋

调整完选筋参数后执行该命令，可继承用户调整过的标注位置、梁的拆分合并结果、

以及支座的修改，保证图面不变仅做钢筋的修改。比如仅仅是选筋参数做了调整，希望

重新选筋但是图面不发生变化，则可以使用该项；又或者模型发生了变化进行了重新计

算，希望施工图根据新的计算结果重新选筋但不改变图面，也可以使用该选项。当模型

中的平面发生变化时，需要配合“打开旧图”功能一起使用。

2、表式改筋

除可修改钢筋外，表格中还设置了修改加密区长度、支座负筋截断长度、支座处理

方式等功能，这些单元格平时都是折叠起来的，需要时可以展开修改。

在输入钢筋时使用斜线“/”进行分排，可以起到调整单排钢筋根数的作用。

梁跨信息除提供截面尺寸及跨长外，还设置了混凝土强度、保护层厚度、抗震等级

等信息。

提示信息栏给出与单跨改筋界面类似的详细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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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区域是与修改实时联动更新的详细立剖面图，与单跨修改界面中的剖面图一样，

表式修改中的立剖面图也可以随时缩放平移。

图 3.6.22 表式改筋

3、集中标注改筋

在平法改筋菜单下设置两项菜单：集中标注修改和原位标注修改，它们都是通过修

改平法的钢筋标注来修改梁的钢筋的配置。

集中标注菜单改筋的对象是整根的连续梁，鼠标点击某根连续梁后该连续梁被加亮，

它的集中标注内容都被加载到修改钢筋对话框中，用户可在对话框中修改相应的数据。

图 3.6.23 集中标注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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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标注改筋功能主要是修改连续梁的集中标注信息，包括箍筋、顶筋、底筋、腰

筋等。修改的原则：当钢筋发生修改后（例如底筋由 2B20 改为 2B22），所有与原来钢

筋相同的梁跨和标注为空的梁跨均被修改（例如所有原来底筋为 2B20 的梁跨和没有底筋

的梁跨底筋变为 2B22）。

对集中标注的修改可以连续进行，对话框为无模式，修改完成某个连续梁的集中标

注后，移动鼠标到下一根连续梁点击，即切换到下一根连续梁的集中标注的修改。

指定直径改筋，软件可以按照指定直径选择底筋以及可以按照指定直径选择顶筋，

此功能是针对所选择的单根梁，按照所选择的直径，依据规范的要求，重新选择钢筋。

4、原位标注改筋

原位标注改筋菜单改进的对象是某一根单跨梁，即两支座间的一跨梁，鼠标点击某

根梁后该梁被加亮，该梁上各类钢筋的配置内容都被加载到修改钢筋对话框中，用户可

在对话框中修改相应的数据。

图 3.6.24 原位标注改筋

可修改的钢筋信息包括箍筋、顶筋、底筋、腰筋等。如果邻跨钢筋与本跨钢筋连通

（支座负筋通常是左右连通的），则修改本跨钢筋时会引起邻跨钢筋的联动修改。

软件对于单跨的修改，同样可以按照指定直径选择顶筋以及按照指定直径选择底筋。



第三章 梁施工图

217

5、其它改筋

图 3.6.25 其他改筋

在“其它改筋”菜单下设置单跨钢筋拷贝、成批修改原位标注、自定义参数重选钢

筋、附加箍筋和吊筋四项修改钢筋功能。

单跨钢筋拷贝菜单，可用于将钢筋配置在单跨梁之间拷贝。

成批修改原位标注菜单，可用于成批修改单跨梁的钢筋。

自定义参数重选钢筋详见本节七、5。

附加箍筋和吊筋菜单用于修改程序自动生成的次梁附加箍筋并可以重新计算附加吊

筋。
6、自定义参数重选钢筋

使用这个功能选择待改筋连续梁后，绘弹出一个选筋参数对话框，用户修改这些选

筋参数后，软件会根据修改过的选筋参数为这些连续梁重新选筋。在这个功能中使用的

选筋参数是临时的，只对本次选筋有效。

在“钢筋修改”面板的“平法”菜单中的“集中标注”修改对话框中，也有“根据

自定义选筋参数重选本梁钢筋”按钮，其功能与“自定义参数重选钢筋”命令类似，不

过只对当前选中的连续梁有效。
八、配筋面积查询功能

为方便用户修改钢筋，软件提供了配筋面积查询功能。计算面积的显示分两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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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面积

该功能是按照计算简图的格式将计算面积显示梁平法图中。显示时不完全与计算简

图一致，当一跨梁有多段时，会合并多段梁的计算结果按照梁跨显示。

（2）面积显示

点击菜单“配筋面积显示”菜单即可进入配筋面积查询状态。

图 3.6.26 配筋面积查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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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的内容列于右侧菜单，选择相应的项目后，屏幕上即在实配钢筋标注旁边标出

各种计算钢筋面积，便于对比。程序一般将计算面积放到括号中表示，将实配的面积直

接标注表示。

从图上可以看到，每跨梁左右端标注的是支座负筋的相应数据，跨中的是跨中配筋

的相应数据。

九、校审

在钢筋校审对话框中有“校审报告”按钮。在校审结束后点击此按钮，可将本次的

校审结果保存成文本文件，便于用户归档保存。

十、验算

“挠度图”与“裂缝图”功能操作详见第四节说明。

1、延性比

根据《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 中 4.10.3 条要求：结构构件按弹

塑性工作阶段设计时，受拉钢筋配筋率不宜大于 1.5％。当大于 1.5％时，受弯构件或大

偏心受压构件的允许延性比[β]值应满足以下公式，且受拉钢筋最大配筋率不宜大于本规

范表 4.11.8 的规定。

式中 x——混凝土受压区高度(mm)；
h0——截面的有效高度(mm)；
ρ、ρ'——纵向受拉钢筋及纵向受压钢筋配筋率；
fyd——钢筋抗拉动力强度设计值(N/mm2)；
fcd——混凝土轴心抗压动力强度设计值(N/mm2)；
αc——系数，应按表 4.10.3 取值。

表 4.10.3 αc 值

混凝土强度等级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αc 1 0.99 0.98 0.97 0.96 0.95 0.94

4.11.8 条 在动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和大偏心受压构件的受拉钢筋的
最大配筋百分率宜符合表 4.11.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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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8 受拉钢筋的最大配筋百分率（%）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HRB335 级钢筋 2.2 2.5

HRB400 级钢筋
2.0 2.4

RRB400 级钢筋

4.6.2 在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或核武器爆炸动荷载作用下，结构构件的工作状态均可

用结构构件的允许延性比[β]表示。对砌体结构构件，允许延性比[β]值应取 1.0；对钢筋

混凝土结构构件，允许延性比[β]可按表 4.6.2 取值。

表 4.6.2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允许延性比[β]值

结构构件
使用要求

动荷载类别
受力状态

受 弯 大偏心受压 小偏心受压 轴心受压

密闭、防水
要求高

核武器爆炸动荷载 1.0 1.0 1.0 1.0

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 2.0 1.5 1.2 1.0

密闭、防水
要求一般

核武器爆炸动荷载 3.0 2.0 1.5 1.2

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 4.0 3.0 1.5 1.2

当布置人防荷载时，程序提供延性比的验算，执行该命令时，可以直接在图中给出

延性比的验算结果简图，如下所示：

图 3.6.27 延性比验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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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书

图 3.6.28 计算书图

计算书包括内力、配筋、裂缝、挠度以及延性比验算。

程序提供了挠度计算、裂缝计算、延性比计算的文本计算书和图形计算书。

“单跨计算书”输出指定梁跨的裂缝、挠度、或延性比的详细计算书；

“本层计算书”输出本层所有梁跨的裂缝、挠度、或延性比的详细计算书到一个文

档中；

“图形计算书”，批量输出楼层的裂缝、挠度简图。当选择“输出到一个 DWG 文件”

时，自动拷贝 DWG 计算书至工程目录的<计算书/施工图>文件夹；选择“输出 PDF 图形

文件”时，自动拷贝 PDF 计算书至工程目录的<计算书/施工图>文件夹。

图 3.6.29 图形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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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钢筋统计

图 3.6.30 梁钢筋统计

可统计本层梁钢筋用量和全楼梁钢筋用量，统计时可以按照钢筋直径、等级、类型

进行分类统计，参见图 3.6.31，统计规则参见 16G101-3 相关规定。

图 3.6.31 梁钢筋量统计结果

十二、读 Autocad 图

读入 AutoCAD 梁平法施工图上的实配钢筋信息，保存为 YJK 的钢筋数据，在 YJK

中实现施工图钢筋校审、钢筋用量统计、三维钢筋显示、弹塑性分析采用实配钢筋等工

作内容，还可用于鉴定加固改造项目中实配钢筋的读入，以及将三维钢筋数据导入到

Revit 等软件。

读取 Autocad 图有两种实现方式：

1．直接导图操作步骤

1）前置条件

模型信息及梁施工图数据已读入，在 YJK-D 中当前楼层的平法图已生成并打开，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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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32 YJK-D 软件自动生成的梁施工图

2）导入钢筋

点击菜单”读 AutoCAD 图”，弹出导入钢筋对话框，打开 DWG 图纸文件，设置基

点，图层选择(选择要导入的钢筋标注)，导入钢筋。当 DWG 图纸较大，内容较多时，使

用 ，选择部分图形导入，剔除其他实体。

图 3.6.33 选择 Autocad 图纸中相应的标注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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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K-D 施工图底图绘图比例为 1:1，根据 CAD 绘图比例输入生成比例。

图 3.6.34 影响对 Autocad 图纸中标注识别的相关参数设置

参数“标注最大行间距系数”，默认值 0.6，调整标注归组，如梁集中标注，相邻两

行标注的定位点间距离小于[标注字体高度×(1+标注最大行间距系数)]，才可能判定为同

一集中标注。

参数“梁标注定位点到原点的距离在标注方向的投影归组容差(mm)”，调整梁施工

图集中标注归组(主要适用于手绘多行标注定位点未对齐情况)，默认值 30mm。

3）连续梁编辑及钢筋标注识别关联

连续梁编辑：CAD 图上连续梁标注与 YJK 梁施工图模型中连续梁的划分不同，需要

调整支座或对连续梁进行拆分或合并。

钢筋标注识别关联：根据导入的钢筋数据内容和位置，自动或交互指定判断其对应

的连续梁、梁跨，显示在右侧对话框列表中，并解析钢筋数据具体含义。

识别 CAD 标注标识颜色：绿色——正确识别；红色——未识别；紫色——识别需要拆

分；青色——关联到连续梁但解析的梁跨数与模型数据连续梁不同，可能需要进行连续梁

编辑（合并或调整支座）；灰色——删除，成为无效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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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34 识别关联操作窗口

清除：清除自动识别和交互指定的关联数据，恢复到初始状态。

附加箍筋或吊筋：指定标注类型为附加箍筋或吊筋。

隐藏识别的 CAD 标注：隐藏已识别的标注内容，便于查看图面。

隐藏识别的 YJK 标注：隐藏已关联 CAD 标注的 YJK 连续梁标注内容，便于查看图面。

标注列表显示: 全部标注；识别的标注；未识别的标注；全部集中标注；识别的集中

标注；未识别的集中标注；全部原位标注；识别的原位标注；未识别的原位标注；附加

箍筋或吊筋；无效标注；未关联 CAD 集中标注的连续梁。用于控制树状列表中显示的标

注内容，便于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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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执行连续梁编辑、删除为无效标注、标注指定为附加箍筋或吊筋等操作后，

需要重新执行钢筋标注自动识别!

4）校对保存识别的钢筋数据

校对：按梁跨比较识别的 CAD 钢筋数据与 YJK-D 当前钢筋数据的不同；在执行确定

前，对比 CAD 钢筋数据与 YJK-D 默认钢筋数据，在施工图文件夹下输出校对文件(CAD

与 YJK-D 梁钢筋数据对比.txt)；执行确定后，对比 CAD 钢筋数据与保存识别的钢筋数据

后的 YJK-D 钢筋

数据，在施工图文件夹下输出校对文件（梁钢筋数据校核.txt）。

点击对话框“确定”按钮，保存识别的钢筋数据，重新绘图。

2．衬图识图操作步骤

1）在当前平面中插入衬图

在当前平面中插入衬图，将衬图文件与软件生成的底图进行对位。

2）导入钢筋

执行读取 Autocad 图功能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左侧屏幕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从

平面衬图中直接选择标注图素所在的图层或者图素，选择完成后点击“导入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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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续梁编辑及钢筋标注识别关联

与直接导图操作步骤相同

4）校对保存识别的钢筋数据

与直接导图操作步骤相同

十三、加固施工图

该菜单可以实现对以下四种梁加固做法的大样详图的交互绘制。执行该菜单时，程

序会提示选择鉴定加固立面图的梁跨，由用户设置相应加固做法的一些基本参数，即可

绘制出加固截面的大样详图。

图 3.6.35 加固施工图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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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自定义选筋库

程序中纵筋选筋勾选“用户自定义选筋”时使用的钢筋库，如下图所示。在该选筋

库中支持用户的修改，修改完后，点击右下角的“保存修改”，重绘新图，即可按照修

改后的钢筋库重新选筋。

图 3.6.36 自定义选筋库

自定义选筋库的修改方式有两种：（1）导出至 Excel 编辑，借用 Excel 中便捷的表

格编辑功能，可对表格内容进行批量修改，可以灵活的增行、增列、增列、删列、增加

工作表等操作，编辑完后，再结合“导入 Excel 文件”，导到当前对应的表格内容中显

示；（2）直接在自定义选筋表格的界面上进行修改，但是目前没有办法支持增、删行等

操作。

第七节 现浇空心板建模及设计

现浇空心板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新型楼板结构形式，常用于对梁高有限制的楼层。

前几年颁布了现浇空心板的设计规程，更推动了这种结构的广泛应用。由于没有合适的

计算软件，现浇空心板的设计成为难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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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K 在建模中可把暗梁当做普通梁输入，并设置了专门的现浇空心板布置菜单；在

上部结构计算中按照普通梁方式计算暗梁、按照楼板有限元方式计算现浇空心板，并给

出空心板肋梁的内力和配筋；在梁施工图中画出暗梁和肋梁配筋的平法施工图。

有的用户将现浇空心板用密肋梁模型计算，造成梁的数量太多，计算效率低且经常

计算容量不够，况且密肋梁模型不能考虑薄板部分的贡献。大家已经共识：使用密肋梁

模型计算的配筋结果配筋偏大很多。

YJK 使用细分的弹性板有限元（壳元）模型计算现浇空心板，对板元按考虑了空心

部分的折算刚度计算，然后对弹性板计算结果积分成肋梁的弯矩和剪力，再对肋梁进行

配筋设计，因此对现浇空心板最终的计算结果是肋梁的内力和配筋。
一、现浇空心板的建模
1、暗梁按照普通梁输入

柱之间一般设置暗梁，对暗梁应按照普通梁输入。

2、布置空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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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利用这里的菜单进行现浇空心楼板的布置、删除操作。

现浇空心板是在现浇的楼板内嵌入预制的空心箱体或块体。程序支持内模采用空心

箱体的现浇空心楼板，箱体下方可以设板，也可以没有板，有板时肋梁为工形截面，无

板时肋梁为 T 形截面。

需要先运行“生成楼板”命令，在房间上生成现浇板信息，才能进行空心板的布置。

现浇空心板布置分为定义类型和在房间布置两步操作。

点击布置空心板菜单，弹出布置对话框；点击“添加”按钮，首先定义空心板类型，

弹出空心板定义界面，如图所示。选择内模截面类型，定义相关的尺寸数据，点击“确

定”定义完成。

图 3.7.1 空心楼板定义

截面类型分为箱芯和 T 形两种；现浇楼板的总厚度由箱体高度、板顶厚度、板底厚

度相加组成。

空心板布置时的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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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2 空心板洞布置参数

布置空心板既可逐个房间布置，又可以按照窗口成批布置，成批布置时对于非矩形

房间，用户可在参数中设定空心板排布的角度。

非整箱体位置：当不能按照箱体整数个数排块时，软件将设置部分箱体尺寸的块尺

寸，称这种部分尺寸的箱体为非整箱体。这里的参数用来设置非整箱体排放的位置是在

房间中部还是端部，如下图：

（a）X、Y 向居中 （b）X、Y 向末端

图 3.7.3 非整箱体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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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块起始距离：第一个排块和边梁（墙）的距离，它既可以从房间左边（下边）起

始，又可以从房间右边（上边）起始。

房间为矩形时，排块的起始点和方向是明确的，但当房间为非矩形房间时，还需要

用户增加排块方向和起始点的设置。软件会提示用户先选择楼板一条边为基线，模型中

用黄色加粗线显示，然后再选择楼板一点做为排块起点。如下图是一个非矩形房间的空

心板布置。

下图为布置了现浇空心板的某层平面。

3、现浇空心板布置时增加实心板区域参数

为了将主梁和肋梁梁端部钢筋放置一部分在柱周围的实心区域，增加参数控制实心

区域的大小，提供两个选项：一个箱体区域和用户指定尺寸的区域，以前软件按照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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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的尺寸设置实心板区域，现在用户指定尺寸的区域如果大于一个箱体的尺寸，则第

一根肋梁梁端的部分钢筋就可以放置到板的实心区域。

4、删空心板

删除指定房间的空心楼板，用之前的现浇实心板替换。

5、软件可自动计算现浇空心板的自重

软件可以自动计算现浇空心板的自重，按照等厚实心板体积减去箱体部分体积计算

出一个板面均布恒荷载，没有考虑板中填充砌块的重量。

用户应注意：在荷载参数设置中是否计算楼板自重的选项也起作用，如果用户选择

不自动生成板自重，而在输入的房间恒载中包含板自重时，软件不会自动做现浇空心板

自重计算。

二、对支撑现浇空心板的主梁的计算

对支撑现浇空心板的主梁或者实心梁（也可称为暗梁）的计算将在上部结构计算中

完成，因此对于主梁是进行了所有工况及组合的设计计算的。但用户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现浇空心板楼板设置弹性板 3 或弹性板 6

对现浇空心板楼板应设置成弹性板 3 或者弹性板 6，采用弹性板的单元尺寸为计算

参数中隐含的 1 米，并勾选参数“梁与弹性板变形协调”。

对现浇空心板楼板按照弹性板 3 或者弹性板 6 计算，这种计算模式将使楼板和梁变

形协调，共同承担荷载。考虑到暗梁截面高度一般较小，按弹性板 3 或弹性板 6 计算，

是弹性楼板和暗梁共同作用承担各种荷载的力学模型，这样可使暗梁本身的配筋更加经

济合理。弹性板 3 不考虑板的面内变形，仅能考虑面外刚度；弹性板 6 是壳元模型，即

可考虑板的面内、又可考虑板的面外变形。不能选择弹性膜模型，因为弹性膜仅有面内

刚度，没有面外刚度。

为了保证弹性板与梁变形协调，应勾选参数“梁与弹性板变形协调”，这样梁的中

间节点和板的中间节点是联系在一起工作的。但是，如果不勾选这个参数，板只在梁端

节点和梁连接，不能发挥出板和梁共同工作的能力。

反之，如果采用软件默认的对平面楼板的刚性板假定计算，相当于由暗梁独自承担

面外荷载，计算结果的暗梁内力和配筋将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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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参数的弹性板荷载计算方式应选择有限元方式

计算参数的弹性板荷载计算方式有两个选项：平面导荷方式和有限元计算方式。平

面导荷方式就是以前的处理方式，作用在各房间楼板上恒活面荷载被导算到了房间周边

的梁或者墙上，在上部结构的考虑弹性板的计算中，弹性板上已经没有作用竖向荷载，

起作用的仅是弹性板的面内刚度和面外刚度，这样的工作方式不符合楼板实际的工作状

况。

有限元方式是在上部结构计算时，恒活面荷载直接作用在弹性楼板上，不被导算到

周边的梁墙上，板上的荷载是通过板的有限元计算才能导算到周边杆件。

经有限元计算板上荷载不仅传到周边梁墙，也同时传给柱，换句话说柱的受力增加，

梁承受的荷载将减少。特别是平面导荷方式传给周边梁墙的荷载只有竖向荷载，没有弯

矩，而有限元计算方式传给梁墙的不仅有竖向荷载，还有墙的面外弯矩和梁的扭矩，对

于边梁或边墙这种弯矩和扭矩常是不应忽略的。

由于实心梁的截面尺寸一般不大，整个楼板类似于无梁楼盖结构，因此应按照有限

元计算方式计算弹性板。这样处理比平面导荷方式一般将增大柱的受力并减少实心梁的

受力。

3、有柱帽时 YJK 可对暗梁在柱帽的位置自动加腋

如果用户在柱上布置了柱帽，建模退出时，软件设置了选项：“柱帽处自动生成梁

加腋”。

如果用户勾选了此项，则软件自动在暗梁有柱帽的一端设置与柱帽尺寸关联的梁加

腋，这样的暗梁在计算时将按照加腋梁进行计算。

YJK 设置这样的选项，是考虑到暗梁的截面高度偏小，跨度较大、楼面荷载较大，

梁在支座端部配筋时，单独按照暗梁本身的截面高度可能造成梁的超筋超限的结果。柱

帽客观存在，暗梁在荷载较大、跨度较大时对梁端按照柱帽的高度设计符合实际情况，

是合理的。

在弹性板 6 计算模式下，暗梁承担的内力是根据暗梁与周围弹性板比例计算得出的，

暗梁相对刚度越大，内力越大，因此暗梁不加腋得出的梁端内力比加腋要小很多。

当然，YJK 对于有柱帽的暗梁是否设置端部加腋，是一个选项，如果用户有其他考

虑也可以不勾选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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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施工图中对空心板体系功能调整

考虑到主梁的梁端配筋较大，将它们配筋的一部分放到板的实心区域可避免梁端截

面内实配钢筋过多，因此软件对主梁支座负筋的计算面积取自实心板区边缘截面，而原

来是取自柱边缘。实心板区内多出来的计算面积，由实心板区上配置的附加分布面筋承

担。

靠近柱的第一根肋梁梁端配筋比其它肋梁大，当用户指定实心区域的尺寸大于一个

箱体的尺寸时，软件将第一根肋梁的支座负筋计算面积取至实心板边区边缘作为支座实

配钢筋的选筋依据，将实配面积与实际计算结果中的差异值部分放到实心板区域布置。

该处理方式有效的减小了第一根肋梁的支座配筋，进而使其与其它肋梁的结果接近，尽

量减少肋梁的归并类型。

为此，梁的施工图增加了实心板区面筋的自动选配和自动标注。

如下例为现浇空心板梁的平法施工图，软件在布置了现浇空心板、且没有柱帽的的

情况下，在柱上的实心部位自动标注了横向的 C22@200 和竖向的 C25@200。

三、现浇空心板的计算方法

YJK 目前没有在上部结构计算时直接求解现浇空心板部分，而是对它按照另外的单

层模型计算，有几层布置了现浇空心板就计算几次。单层模型上只布置了恒载、活载或

人防荷载，而且默认的单元尺寸为 0.5 米，比上部结构弹性板尺寸小，和楼板施工图中

的有限元算法单元尺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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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结构计算和单层的空心板计算这两部分连续进行，且现浇空心板的结果和上部

结构在一起输出，因此用户感觉不到分开的步骤。

软件对箱体的现浇空心板的计算提供了两种模型：

1.按照密肋梁计算

将箱体之间的肋转化成工形截面或者 T 型截面的肋梁，肋梁翼缘的宽度取肋梁间距

的一半，每个房间形成小的交叉梁系，房间周围的梁是肋梁的弹性支座（如果是墙则为

竖向不动支座），各个相邻房间的交叉梁系互相连接，再加上楼层的楼面梁共同形成全

层的交叉梁体系。软件按照这样的模型计算楼板上的恒载和活载，没有考虑风荷载和地

震作用。当箱体下有板时肋梁为工形截面，无板时肋梁为 T 形截面。计算结构给出肋梁

的内力和配筋。在配筋结果文件中输出肋梁的工形或者 T 型截面的详细尺寸。

在梁的平法施工图中可以同时对肋梁画出平法施工图，肋梁部分是按照平法标准图

的井字梁的画图规则实现的。肋梁为 T 形截面时肋梁的配筋全都配置在肋梁内，但对工

形截面肋梁的配筋既可配置在肋梁上，又可配置在箱体上下板内。软件给出肋梁和翼缘

的配筋比例参数，由用户填写板面、板底钢筋规格，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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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中对各房间周围的楼面梁仍是按照上部结构全楼计算的结果输出。它们虽

然参与了肋梁的整体计算，但这样计算的结果只给肋梁计算时使用，楼面梁本身不用。

2.按照楼板的有限元计算

软件按照弹性楼板的有限单元法计算，在空心板处考虑了空心板的因素取用楼板的

折算刚度，计算折算刚度的公式取自现浇空心板设计规范。而在暗梁处、柱周围的实心

区处按照实心板计算，对于柱帽处，按照变厚度的不同板单元计算。在空心板计算模型

中，板计算时把暗梁当做板的一部分，为了避免刚度重复计算，忽略了暗梁作为梁杆件

单元的刚度。

软件对每层的现浇空心板按照单层的计算模型计算，只考虑了板上作用恒、活、人

防荷载的情况，没有考虑其它荷载工况。单元尺寸采用的默认值是 0.5 米，比上部结构

弹性板的尺寸小很多。区别于交叉梁法，有限元法计算肋梁时还可以考虑自定义荷载工

况。

软件对楼板的有限元计算结果积分为肋梁的弯矩，仍是以肋梁为单位输出弯矩和配

筋。输出内力和配筋的形式和第一种按照密肋梁计算模式相同。

四、在上部结构计算中嵌入现浇空心板的计算
1、计算参数的设置

在上部结构计算的设计计算部分中同时进行了现浇空心板的计算，在上部结构计算

的参数中设置了“是否计算现浇空心板”的选项和对现浇空心板按照“交叉梁系计算”

和“板有限元法计算”的选项。



第三章 梁施工图

238

如果布置了现浇空心板，并且在计算参数中勾选了“计算现浇空心板”，则软件在

上部结构计算过程中自动嵌入现浇空心板的计算。现浇空心板的计算以布置了现浇空心

板的楼层为单元进行。

但与主梁进行了所有工况及组合的设计计算不同，软件对现浇空心板仅进行了恒载、

活载、人防及自定义荷载的计算。

表 1 空心楼盖结构设计内力取值

荷载类型 主梁
肋梁

交叉梁法 板有限元法

恒载 取整体模型

计算下的各

种内力结果

√ √

活载 √ √

人防荷载 √ √

自定义荷载 × √

2、肋梁计算结果的输出

在上部结构计算完成后，设计结果的各项输出中将自动包含现浇空心板肋梁的内容。

如下面的配筋简图中，在普通柱、梁、墙柱的配筋之外还出现了肋梁的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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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层配筋计算文件中，对于有现浇空心板的楼层，增加了肋梁的配筋，其中包括

肋梁的工形或者 T 形截面的详细尺寸。

3、现浇空心板有限元计算结果查看

现浇空心板有限元计算结果是肋梁的基础数据，如果用户需要查看，可在“等值线”

菜单下，点取“空心板”项，这项是专门为以单层模型计算的现浇空心板准备的。

这里可查看各单元的单工况内力、组合内力和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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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布置柱帽时的计算
1、交叉梁法计算不考虑柱帽的作用

当现浇空心板结构布置柱帽时，建议按照有限元法计算整层楼板。如果用户前面选

择了“交叉梁法”计算，程序在进行肋梁内力计算时是不考虑柱帽的影响，即是否布置

柱帽对肋梁内力结果没有影响。

板有限元法计算时对于柱帽部分的单元可以考虑柱帽的实际厚度。由于柱帽是实心

板，对这部分单元的刚度不考虑空心板的折减。

2、柱帽处肋梁的配筋给到支座中心线

和柱帽相交的肋梁，其配筋结果仍然是给到以主梁为支座的支座中心线处。

3、柱帽本身的配筋查看板有限元结果

对于柱帽本身的配筋，可以在设计结果的等值线菜单下查看空心板内力和配筋的等

值线，根据计算配筋复核柱帽在施工图上的局部补强钢筋。

六、空心楼盖体系施工图

1、在梁施工图菜单下出图

现浇空心板肋梁及实心板区补强筋的施工图在梁施工图菜单下完成，YJK 对肋梁按

照普通次梁的方式画施工图，在梁的平法图中，同时画出暗梁和肋梁的配筋。

施工图一般由四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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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暗梁配筋，按照普通框架梁的标注方式标注；

2）肋梁配筋，按照次梁的标注方式标注，并用名称“BL”标识；

3）柱帽或者实心区的局部补强配筋，标注直径和间距，画出钢筋线表示分布范围。

4）空心楼板上下面板的分布钢筋，在该施工图的说明中写出，它是根据梁施工图参

数中的设置给出的。

上面 1）、2）中肋梁的实配钢筋，是根据肋梁的钢筋计算结果减去上下面板中的分

布钢筋后的数值选定的。
2、空心楼盖肋梁选筋参数

在梁施工图参数的最后一页，设置了现浇空心板楼盖肋梁的选筋参数，内容有选筋

放大系数、肋梁上筋和下筋分别的选筋库、肋梁上筋和下筋分别的优选钢筋直径、空心

板上下面板的分布钢筋设置、实心板区的配筋等。

用户应重点设置参数中的空心板上下面板的分布钢筋。

其中参数“空心楼盖实心板区配筋”有 3 个选项，如下图所示：“不设计”就是不

设置这部分的局部补强钢筋；“只设计无柱帽板区”就是只在无柱帽的时候才配置局部

补强钢筋；“全部设计”就是对有柱帽和无柱帽时都设置局部补强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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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暗梁及肋梁选筋技术条件

暗梁及与实心板区相交的肋梁，在配筋包络图上取梁与实心板区边界相交位置处的

面积作为支座负筋的面积，如下图所示：

如果在选筋参数中填写了空心楼盖板面面筋和板底筋，则在选择肋梁纵筋时，会首

先从计算面积中扣除板分布筋的配筋面积，余下部分配置在肋梁中。板分布筋的范围取

为梁左右两侧各半个箱体宽度。在施工图中显示计算面积时，会将肋梁纵筋实配面积显

示为 XXX+YYY 的形式，其中 XXX 为配置在肋梁中的纵筋面积，YYY 为程序自动计入的板

分布筋面积，校核时，只要保证二者之和大于计算面积即可。

空心楼盖计算时，软件可根据用户选择判断是否在有柱帽的暗梁根部自动加腋。此

腋只是在计算时起到模拟柱帽刚度的作用，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梁腋。因此施工图设计时

不会为自动加腋配置腋部底筋。

现阶段没有权威规范规定空心楼盖肋梁的箍筋应该如何设计。空心楼盖体系整体性

较强，其抗剪承载力的形成机制与普通梁有较大区别，按照普通梁计算公式得到的配箍

面积过于保守；完全按照构造配箍又可能偏不安全。因此软件现阶段不进行肋梁的箍筋

设计，需要用户根据自身设计经验补充肋梁箍筋标注。

4、实心板区补强筋选筋技术条件

空心楼盖在柱附近的实心板区通常存在有较大的板面拉应力，即通常所说的“应力

岛”。如果直接使用梁支座负筋来承担此区域内的拉应力，通常导致应力岛附近的肋梁

及框架梁负筋偏大。因此实际设计中通常在此区域内配置额外的板面补强筋，与梁负筋

一起承担拉应力。

YJK 软件梁施工图可以自动设计实心板区的补强筋，具体流程为：

第一步：根据计算结果获得实心板区 X 向的总计算配筋面积及 Y 向的总计算配筋面

积。根据空心楼盖计算方法的不同，此处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下文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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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总计算配筋确定后，减去伸入实心板区的暗梁、肋梁负筋，即为板面补强

筋所需面积，此面积值除以板区尺寸，可以得到每延米内补强筋所需面积。

第三步：根据每延米所需配筋面积，确定合适的补强筋直径及间距。补强筋强度等

级与梁筋强度等级一致。

空心板有“交叉梁法”和“板有限元法”两种计算方法。根据空心板计算方法的不

同，实心板区补强筋计算面积的获得方法也不同。

（1）交叉梁法

当采用“交叉梁法”计算空心楼板时，首先取得通过实心板区的每根暗梁和肋梁的

负筋计算面积最大值，然后将所有沿 X 向梁的负筋面积相加，得到板区 X 向钢筋的总计

算配筋面积；将所有沿 Y 向梁的负筋面积相加，得到板区 Y 向钢筋的总计算配筋面积。

由于暗梁和肋梁本身的负筋是取自实心板区边缘的计算面积，因此实心板区总配筋面积

还是要比梁负筋要多的。以下图为例：

X 方向钢筋总计算配筋面积=2424+4291+2107=8822

Y 方向钢筋总计算配筋面积=2238+4291+2298=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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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中伸到实心板区的肋梁及主梁的钢筋：2C10、7C14、2C10

X 方向梁支座负筋面积之和：157+157+1078=1392

实心板区宽度：3.86*3.86

X 方向补强钢筋计算方式：（8822-1392）/（3.86-0.12*2-0.6）=7430/3.02=2460.3

mm2/m

（2）板有限元法

当采用“板有限元法”计算空心板时，软件根据板单元的计算结果确定板区配筋面

积，其具体计算流程如下：

a.根据板元的内力，为每个板单元计算出 X 向、Y 向配筋值

b.读取单元中心位于实心板区内但不在柱轮廓范围内的板单元配筋值。

c.根据单元中心在板区局部坐标系内的坐标，将单元排成行、列。

d.同一列内的单元 X 向配筋值取平均，取各列平均值中最大的一个做为板区 X 向配

筋计算面积；同一行内的单元 Y 向配筋值取平均，取各行平均值中最大的一个做为板区 Y

向配筋计算面积。

步骤 d 得到的配筋面积为每延米的面积，乘以板区尺寸，即可得到实心板区总计算

面积。下图为 X 向板区配筋面积的计算过程示意，Y 向计算过程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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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柱施工图
柱施工图模块的主要功能为读取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设计软件的计算结果，完成钢

筋混凝土柱的配筋设计与施工图绘制。具体功能包括连续柱的生成、钢筋标准层归并、

自动配筋、柱钢筋的修改与查询、施工图的绘制与修改等。

柱的施工图菜单如图：

图 4.1 柱施工图菜单

程序对柱施工图按照国家标准图集 16G101-1 的柱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出图，提供列

表注写方式和截面注写方式两种出图表达方式。

根据 16G101-1—2 条，柱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系在柱平面布置图上采用列表注

写方式或截面注写方式表达。

柱的列表注写方式：系在柱平面布置图上（一般只需采用适当比例绘制一张柱平面

布置图，包括框架柱、框支柱、梁上柱和剪力墙上柱），分别在统一标号的柱中选择一

个（有时需要选择几个）截面标注几何参数代号，在柱表中注写柱编号、柱段起止标高、

几何尺寸（含柱截面对轴线的偏心情况）与配筋的具体数值，并配以各种柱截面形式及

其箍筋类型图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柱平法施工图。

柱的截面注写方式：系在柱平面布置图的柱截面上，分别在同一编号的柱中选择一

个截面，以直接注写截面尺寸和配筋具体数值的方式来表达柱施工图。

对除芯柱之外的所有柱截面按 16G101-1 第 2.2.2 条第 1 款的规定进行编号，从相同

编号的柱中选择一个截面，按另一种比例原位放大绘制柱截面配筋图，并在各配筋图上

继其编号后再注写截面尺寸 b*h、角筋或全部纵筋（当纵筋采用一种直径且能够图示清

楚时）、箍筋的具体数值（箍筋的注写规则同第 2.2.2 条第 6 款），以及在柱截面配筋图

上标注柱截面与轴线关系 b1、b2、h1、h2 的具体数值。

当纵筋采用两种直径时，需再注写截面各边中部筋的具体数值（对于采用对称配筋

的矩形截面柱，可仅在一侧注写中部筋，对称边省略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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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连续柱的生成与归并

上部结构计算完成后，做柱施工图设计之前，首先要将上下层相互连接的柱段串成

一根连续的柱串，然后要根据计算配筋的结果对各连续柱串进行归并，从而简化出图。

把水平位置重合，柱顶和柱底彼此相连的柱段串起来，就形成了连续柱。连续柱是

柱配筋的基本单位。

形成连续柱后需要进行归并。柱子的归并包括两个步骤：竖向归并和水平归并。

竖向归并在连续柱内的不同柱段间进行。如果几个柱段位于不同层，但同属一根连

续柱，且各柱段截面形状相同，那么可以用某层柱段的钢筋代表所有这些柱段的配筋，

这就是柱的竖向归并。软件通过划分钢筋标准层来实现竖向归并。

水平归并在不同连续柱之间进行。布置在不同节点上的多根连续柱，如果其几何信

息相同，配筋面积相近，可以归并为一组进行出图，这就是柱的水平归并。软件通过“归

并系数”等参数控制水平归并的过程。

一、连续柱的生成

上下层的柱配筋是连续的，下层柱的柱纵筋一般都会伸入上层与上层柱筋连接。从

下到上彼此连接的多个柱段形成一根连续柱，连续柱是确定柱钢筋构造的最基本单位。

因此在归并之前首先要将全楼所有层的柱串成连续柱。生成连续柱的关键问题是确定柱

段是否可以彼此连接。在程序中，所谓彼此连接是上下层柱布置在同一位置的节点上。

对于同一个平面位置上的连续柱，如果它在中间的某一层或某些层缺失断开，程序

将把它形成为两根连续柱，上段、下段分别有不同的名称。

在建模中按照支撑建模的柱，也可以实现将支撑与柱段组合串串形成连续柱并配筋

功能，即将与 Z 轴夹角小于 20 度（该角度是读取的前处理设计参数中设置的支撑临界角

度设置值）的支撑也当做柱来进行串串和归并配筋。若未加特殊说明，本单元后文提到

的支撑均指与 Z 轴夹角小于 20 度的支撑。目前，对于与 Z 轴夹角大于等于 20 度的支撑，

程序暂未进行施工图配筋。

串串时程序从底层到顶层逐层查找尚未串串的柱段、支撑段，若柱段（支撑段）未

串入柱串，则对其向上递归串柱串。对于柱段，查找其上面相连层的同一节点，找到节

点后先查找该节点是否布置柱段，有柱则串入该柱串，没有柱则查找布置在该节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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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角小于 20 度的支撑，找到则串入柱串，未找到则结束该柱串串，并形成连续柱；对于

支撑段，首先查找支撑顶端节点在本层是否有上接柱或支撑，有则串入柱串并继续，没

有则查找支撑上面相连层的同一节点，然后查找布置在该节点上的柱段，有柱则串入该

柱串，没有柱则查找布置在该节点上的夹角小于 20 度的支撑，找到则串入柱串，未找到

则结束该柱串串，并形成连续柱。

二、划分钢筋标准层

将各层柱段串成连续柱后，可对同一连续柱内的不同层柱段进行竖向归并。竖向归

并又称层间归并，软件通过划分钢筋标准层的办法进行竖向归并。同一位置且同属一个

钢筋标准层的若干柱段应该有同样的几何性质和相似的计算配筋。程序在自动选筋时会

将连续柱上相同钢筋标准层的各层柱段的计算配筋面积统一取较大值，然后为这些柱段

配置完全相同的实配钢筋。划分钢筋标准层后，若干自然层可以使用同一张平法施工图，

这样可以减少图纸数量。

由此可见，划分钢筋标准层对用户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为在钢筋标准层概念下，

一般对每一个钢筋标准层都应该画一张柱的平法施工图，设置的钢筋标准层越多，应该

画的图纸就越多。另一方面，设置的钢筋标准层少时，虽然画的施工图可以简化减少，

但实配钢筋是在各层自然层的柱段中归并取大，有时会造成钢筋使用量偏大。

图 4.1.1 钢筋标准层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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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柱钢筋标准层的定义界面，此界面与梁施工图模块的钢筋标准层定义界面完

全相同。详细操作请参第三章中“划分钢筋标准层”的有关说明。

程序默认每个自然层均为一个单独的柱钢筋层，钢筋标准层数与自然层数一致。这

是由于柱内力和配筋主要取决于上层传来的荷载，即使结构标准层相同，不同自然层的

柱计算配筋也可能会有较大差异。强制划为同一钢筋层的话，可能上层柱钢筋放大较多，

比较浪费。但对于荷载不大，层数较少的结构，可能不同层的柱配筋相似，此时用户也

可以修改钢筋标准层数少于自然层数，如设定相同的结构标准层为同一个钢筋标准层，

这样可以减少出图数量，降低工作量。

将多个结构标准层归为一个钢筋标准层时，用户应注意，一般情况下属于一个钢筋

层的各自然层的柱平面布置、连续柱上下层的截面布置也应该相同。截面布置不同的柱

段，程序不会按照钢筋层的设置进行竖向归并，而是各层柱段分别进行配筋。

三、连续柱的水平归并

同一连续柱的不同柱段间可以归并，不同的连续柱之间也可以进行归并。为了减少

连续柱种类，简化出图，一般会把几何条件相同且各柱段的类型相同（如框支柱、边框

柱、角柱等等），受力配筋相似的连续柱归为一类。这个分类的过程称为水平归并。

柱水平归并的具体步骤如下：

对连续柱作几何归并。只有几何信息完全相同的柱才能归并为一组。几何信息相同，

首先要求连续柱包含的柱段数完全相同，其次比较各对应柱段的类型及几何参数，包括

自下至上各层对应柱段的截面形式、截面尺寸、柱段高、与柱相连的梁墙的位置高度都

需要完全相同。满足上述条件的连续柱将被归并为一类几何相同柱。

（1）用户如果选择归并参数“归并是否考虑柱偏心”为“是”，则归并时还考虑了

各层柱的平面布置是否相同，这种情况下偏心信息不同的柱也不能归并为同一类几何相

同柱。

（2）对各层中每根柱的计算配筋面积乘以参数中的放大系数，然后根据钢筋归并标

准层的设置，对每根连续柱分别作计算配筋取大值的归并，即当某个钢筋标准层内包含

的自然层数大于一时，该标准层的柱配筋取各自然层中的最大值。取得各柱段配筋面积

后，程序为每根连续柱分别选择纵筋和箍筋。

（3）根据每根连续柱的实配钢筋和用户给出的归并系数，在各类几何相同的连续柱
内进行归并。如果某个类别的几何相同柱包含多根连续柱时，程序按照它们之间的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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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进行归并。这里的配筋差异是连续柱之间实配纵筋数据（主要指纵筋）的不同率，
如果不同率≤归并系数，就可以归并为同一个编号的柱。

不同率指两根连续柱之间实配纵筋数据不相同的数量占全部对比的钢筋数量的比
值。以某 10 层的矩形截面柱为例，描述一段柱的纵筋数据有 4 个：角筋、X 向纵筋、Y
向纵筋、箍筋（只判断直径、加密区和非加密区间距），10 层共有 40 个对比的纵筋数
据，如果这 40 个数据中有 4 个不同，不同率就是 4/40=0.1。

归并时，不同率不考虑箍筋，最后相同编号的柱实配箍筋自动取同一自然层的最大
值。

归并系数取值越大，归并后的柱的数量越少。
不同几何相同类别的连续柱不会归并在一起，也就是说，当归并系数取最大值 1 时，

归并的结果是：只要几何条件和柱段类型相同的连续柱，就可以归并为相同编号的柱，
这种情况下归并时不考虑实配钢筋，程序自动取同层柱段的实配钢筋最大值；当归并系
数取最小值 0 时，只有几何条件、柱段类型和实配钢筋都完全相同的连续柱才会归并为
相同编号的柱。

第二节 参数设置
一、绘图参数

图 4.2.1 绘图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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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图比例：设置当前柱平面布置图出图打印时的比例，设定不同的平面图比例，

当前图面的文字标注、尺寸标注等的大小会有所不同。当前图面上显示的文字标注、尺

寸标注的大小是由[文字设置]中设定的文字、尺寸大小和平面图比例共同控制的。

剖面图比例：用于控制柱在截面注写时的剖面详图的绘制比例。

列表画法中柱尺寸标注是否标注实际数字：程序是按 16G101-1 图集进行列表注写

方式绘图的，图集中在绘制平面图时，用 b1、b2、h1、h2 对柱子进行尺寸标注，若选

用该参数，则程序在对柱子进行标注时用实际尺寸数字来标注。

是否标注全部柱尺寸：如果不勾选则一个编号的柱子只标注其中带有详细标注的柱

位置尺寸，其他的不标注。

标注图素类型：用于控制柱施工图中文字标注的类型，可选单行文本或多行文本。

绘图参数修改后，原图形保持不变，用户点“绘新图”后程序才会使用新参数重新

绘制当前层柱平面图。

小直径钢筋是否空心绘制：控制柱截面大样详图中的点钢筋绘制样式。当单侧纵筋

直径与角筋直径不一致时，除了文字标注外，还会在绘制样式上区别。

二、柱名称前缀

按 16G101-1 第 2.2.2 条第 1 款的规定，柱名编号由类型代号和序号组成。程序默认

的各柱名称前缀代号分别为：框架柱 KZ、框支柱 KZZ（该编号需由用户按照 16G101-1

图集修改为转换柱 ZHZ）、梁上柱 LZ 和剪力墙上柱 QZ，用户可以根据施工图的具体情

况修改。

三、选筋归并参数

柱钢筋的归并和选筋，是柱施工图重要的功能。程序归并选筋时，自动根据用户设

定的各种归并参数，并参照相应的规范条文对整个工程的柱进行归并选筋。

分层归并选筋：在柱选筋参数中增加“分层归并选筋”选项。勾选此项后，柱将按

所在钢筋层进行归并命名，上下楼层同一位置的柱跨可能名称不同，但同一钢筋层内的

全部柱子编号将是连续的。

多塔楼结构分塔楼归并编号：当柱施工图采用分层归并时，可以勾选“多塔楼结构

分塔楼归并编号”，此时可以对每个塔楼的柱子按照塔楼编号进行单独归并，柱名称形

式为“塔号-柱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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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并系数：是对不同连续柱列作归并的一个系数。主要指两根连续柱列之间所有层

柱的实配钢筋（主要指纵筋，每层有上、下两个截面）占全部纵筋的比例。该值的范围

0~1。如果该系数为 0，则要求编号相同的一组柱所有的实配钢筋数据完全相同。如果归

并系数取 1，则只要几何条件相同的柱就会被归并为相同的编号。

主筋放大系数：只能输入≥1.0 的数，如果输入的系数<1.0，程序自动取为 1.0。程

序在选择纵筋时，会把读到的计算配筋面积 X 放大系数后再进行实配钢筋的选取。

箍筋放大系数：只能输入≥1.0 的数，如果输入的系数<1.0，程序自动取为 1.0。程

序在选择箍筋时，会把读到的计算配筋面积 X 放大系数后再进行实配钢筋的选取。

是否考虑上层柱下端配筋面积：如果选择该参数，则取当前层柱段计算面积时，与

上层柱柱底计算配筋面积对应取大，并根据大值进行配筋。

地下一层是否考虑上层柱实配纵筋的 1.1 倍：如果选择该参数，则执行抗规 6.1.14

条的规定，即地下一层柱截面每侧纵向钢筋不应小于地上一层柱对应纵向钢筋的 1.1 倍。

归并是否考虑柱偏心：如果选择考虑，则在归并时，判断几何条件是否相同的因素

中包括了柱偏心数据，否则柱偏心不做为几何条件考虑。

归并考虑柱属性（角柱）：如果归并时不考虑柱属性，则只要截面相同，实配钢筋

差异满足归并系数设置值，即将构件归并到一起。

是否包括边框柱配筋：可以控制在柱施工图中是否包括剪力墙边框柱的配筋，如果

不包括，则剪力墙边框柱就不参加归并以及施工图的绘制，这种情况下的边框柱应该在

剪力墙施工图程序中进行设计。

每个截面是否只用一种直径的纵筋：如果选择该参数，则对某柱某段进行配筋时，

只选用一种直径。

纵筋允许采用并筋的配置形式：勾选该选项后柱的主筋选筋库中会增加并筋的规格，

并筋规格的依据是按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 年版）中 4.2.7

条的要求，直径 28mm 及以下的钢筋并筋数量不应超过 3 根；直径 32mm 的钢筋并筋

数量宜为 2 根；直径 36mm 及以上的钢筋不应采用并筋。并筋应按单根等效钢筋进行计

算，等效钢筋的等效直径应按截面面积相等的原则换算确定。级配库中需要勾选使用的

并筋规格，才能在选筋时考虑并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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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并筋后的选筋及绘图表示方式如下图所示：

并筋前的数字表示的是钢筋组数，后面是表达的并筋规格，即直径*根数。最终钢筋

统计时按照单根钢筋的直径及总根数进行统计。

B 边 H 边采用相同配筋的长宽比限值：

柱纵筋选筋 B 边 H 边是否分别选筋设置长宽比控制参数，具体适用规则如下：

当柱的长短边比例大于等于此值时，分别选筋；

当柱的长短边比例小于此值时，取两个方向较大的计算面积配筋。

参数默认值取 0，即所有构件分别选筋；

参数设置为 1，即 b 边 h 边尺寸相同时，采用相同配筋，b≠h 时分别选筋；

参数设置为 n(n>1)，即长边/短边＜n 时，采用相同配筋，长边/短边≥n 分别选筋。

例如：当此参数设为 1.3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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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b*h=500*650 的柱子 b 边 h 边分别选筋。

对于 b*h=500*600 的柱子 b 边 h 边配一样的钢筋，按两个方向较大值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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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等级不低于二级时，纵筋直径不小于 20：如果选择该参数，则对抗震等级不低

于二级的柱，调整其纵筋直径不小于 20。

普通混凝土柱箍筋形式、型钢混凝土柱箍筋形式：包括普通箍、井字复合箍、菱形

复合箍。普通箍指只在纵筋最外围布置一圈箍筋，如图 4.2.2。井字复合箍是比较常用的

箍筋形式，型钢混凝土柱选用该形式时，程序将不考虑箍筋与型钢的交错，与无型钢柱

相同配筋条件进行配筋，如图 4.2.3。菱形复合箍常用于型钢混凝土柱，指在普通箍之内

再布菱形（可能是六边形、八边形）箍筋，并在配置箍筋时考虑型钢位置尺寸，避免箍

筋与型钢相交，但目前暂不支持对圆形型钢混凝土柱的菱形复合箍配筋，如图 4.2.4。对

于异形柱，目前仅按井字复合箍进行配筋。

图 4.2.2 各类柱普通箍配筋示例

图 4.2.3 各类柱井字复合箍配筋示例

图 4.2.4 各类柱菱形复合箍配筋示例

连接形式：该参数的设置影响到钢筋统计的结果。

加密区箍筋与节点核心区箍筋取大：选择此选项后如果柱子节点核心区的箍筋比加

密区大, 则加密区箍筋直径自动按节点核心区取值。这种做法虽然增加了箍筋用量，但减

少了箍筋种类和柱分组的类别数量, 便于出图、统计和施工。此选项默认值为“否”，即

加密区箍筋与核心区箍筋分别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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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核心区箍筋间距与加密区箍筋间距一致：勾选时固定间距调整直径；不勾选时

优先固定直径调整间距，即允许节点核心区的箍筋间距小于加密区箍筋间距，当间距小

于 50 时若仍不能满足再考虑加大直径。

柱箍筋间距取整模数：其中设置项包括：自动、5mm、10mm、20mm、25mm、

50mm 六种。该参数默认为“自动”，即保持与旧版程序的选筋结果一致。当设置为其

他项时，都是向下取整，保证间距满足规范的基本要求。针对不同的间距范围取整模数

处理方式不同：

（1）当确定的箍筋间距小于 100 时，只有 5mm 与 10mm 两个取整模数设置有效，

如果此时选择的是其他取整模数，程序自动按照 5mm 为取整模数向下取整；

（2）当确定的箍筋间距大于 100 时，取整模数的各个设置值均有效。

四、选筋库

纵筋库：用户可以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设定允许选用的钢筋直径。程序在选筋时

优先考虑纵筋库中的直径，如果使用纵筋库中的直径不能选出合适钢筋，则会选用纵筋

库以外直径。

箍筋库：用户可以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设定允许选用的钢筋直径。程序在选筋时

优先考虑箍筋库中的直径，如果使用箍筋库中的直径不能选出合适钢筋，则会选用箍筋

库以外直径。

12mm 及以上箍筋等级：当程序自动选筋时，若选出的箍筋直径大于或等于 12mm，

则直接采用参数中设定的箍筋等级。

注意：[参数修改]中的[归并参数]、[柱名称前缀]和[选筋库]修改后，用户应重新执行

[归并]。由于重新归并后配筋将有变化，程序将自动刷新各层图形，钢筋标注内容将按照

程序默认的位置重新标注。

第三节 自动选筋

这里主要讲矩形柱、圆柱、异形柱的自动选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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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纵筋
1、矩形柱单边选筋

柱施工图模块首先读取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软件 YJK-A 输出的配筋面积选配纵筋。

YJK-A 给出的计算结果中，纵筋的计算配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图 4.3.1 柱计算配筋结果输出

输出参数说明：

Asc：一根角筋的最小面积，采用双偏压验算时，角筋面积不应小于此值；采用单偏

压计算时，角筋面积可不受此值控制。

Asxt、Asxb：分别为柱 B 边上端和下端的单边配筋面积，包括两根角筋的面积。

Asyt、Asyb：分别为柱 H 边上端和下端的单边配筋面积，包括两根角筋的面积。

在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软件 YJK-A 中，由用户选择柱的配筋是采用单偏压计算或是

双偏压计算，但是程序对于角柱、异型截面柱自动按照双偏压计算。

柱施工图程序选择纵筋实配钢筋时，对于每一根柱，程序从 YJK-A 的计算结果文件

中读取了以上数据。程序同时读取了该柱的计算方法，即该柱是按照单偏压计算还是双

偏压计算的方法。

程序在自动选筋时，分别取 B 边、H 边上下端计算配筋面积的较大值来选择 B 边、

H 边的实配钢筋，使每一边的实配钢筋的面积要大于其相应的计算面积值。如果用户在

计算参数中选择本层柱的实配钢筋应同时满足其上层柱的下部计算钢筋，则程序按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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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B 边、H 边上下端计算配筋面积和上层柱 B 边、H 边下端计算配筋面积的较大值来选

择钢筋。

如果计算程序选用的是双偏压的计算方法，则程序在计算单边实配钢筋时，还要取

实配角筋面积不小于角筋计算面积 Asc。如是按单偏压计算，角筋计算面积 Asc 没有意

义，软件选择的实配角筋面积可能比计算面积 Asc 要小。

柱角筋过大的话，会引起全截面配筋面积不满足最小配筋率要求。这是因为，角部

钢筋是 B 边、H 边共用的，软件输出的单边配筋面积 Asx 和 Asy 均包含 2 根角筋的面积。

因此全截面配筋面积 Asa 的计算公式应如下式：

Asa=2*（Asx+Asy）-4*Asc，其中 Asx、Asy、Asc 分别为 B 边、H 边和角部的钢筋

面积。

由上式可以看出，在单边面积不增大的情况下，实配角筋越大，全截面配筋越小。

如果实配角筋比计算面积大很多，则有可能出现实配的全截面配筋面积比计算配筋面积

小。遇到这种情况时，软件会增大腹筋的面积，保证全截面实配钢筋不小于计算软件输

出的全截面配筋。

参照的规范依据如下：

《砼规》(GB 50010－2010)11.4.12.1 条：框架柱和框支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

筋百分率不应小于表 11.4.12-1 规定的数值，同时，每一侧的配筋百分率不应小于 0.2；

对 IV 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建筑，最小配筋百分率应按表中数值增加 0.1 采用；
表 4.1 柱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

柱类型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中柱、边柱 0.9(1.0) 0.7(0.8) 0.6(0.7) 0.5(0.6)

角柱、框支柱 1.1 0.9 0.8 0.7

注：1、表中括号内的数值用于框架结构的柱；2、采用 335Mpa 级、400MPa 级纵向

受力钢筋时，应分别按表中数值增加 0.1 和 0.05 采用；3、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60 及

以上时，应按表中数值增加 0.1。

2、矩形柱纵向钢筋根数

程序在自动选择纵筋时，参考了以下的规范条文：



第四章 柱施工图

258

1、《砼规》（GB 50010－2010）9.3.1.5 条：在偏心受压柱中，垂直于弯矩作用平

面的侧面上的纵向受力钢筋以及轴心受压柱中各边的纵向受力钢筋，其中距不宜大于

300mm。

2、《砼规》(GB 50010－2010) 11.4.13 条和《抗规》（GB 50011-2010）6.3.8.2 条

：截面尺寸大于 400mm 的柱，纵向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3、《砼规》(GB 50010－2010) 9.3.1.2 条：柱中纵向钢筋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50mm。

自动选筋过程是：

1）根据 B、H 边尺寸并参照标准图确定钢筋初始根数 Nb0、Nh0，并按照纵向受力

钢筋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50mm 的要求找出 B、H 边最多根数 Nbmax、Nhmax；

2）使用初始根数选择角部钢筋直径 Djiao，并满足大于计算角筋面积。当计算出的

角筋不大于 25 时，进行 B 边和 H 边其余钢筋直径的选择；

3）当计算出的角筋大于 25 时，进行 B 边和 H 边分别逐根增加钢筋根数，直到选出

合适的角筋。然后再进行 B 边和 H 边其余钢筋直径的选择。这里增加的根数不能超过最

多根数 Nbmax、Nhmax。

4）如果按照最多根数选出直径仍大于 25 时，则开始从 28 到 50 直径级别中选钢筋。

5）选出的钢筋角筋直径不小于中部筋，每边直径级差不大于 2 级。

3、圆柱

《砼规》(GB 50010－2010)9.3.1 条 纵向受力钢筋的直径不宜小于 12mm，全部纵

向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大于 5%；圆柱中纵向钢筋不宜少于 8 根，不应少于 6 根，且宜沿周

边均匀布置。

程序自动选筋时对圆柱纵筋选择，直径不大于 400mm 圆柱的最少根数为 6 根，直

径不大于 550mm 圆柱的最少根数为 8 根，并同时满足最大间距 200mm，最小净间距不

小于 50mm 的规定执行。为了配箍的要求，纵筋根数必须是偶数。其它过程和矩形柱类

似。

对圆柱箍筋的选择方法也同矩形柱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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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异形柱

程序按照《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 149—2017）6.2.5 条选筋，异形柱

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不应小于表 4.2 规定的数值，且柱肢肢端纵向受力钢

筋的配筋百分率不应小于表 4.3 规定的数值。
表 4.2 异型柱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柱类型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非抗震

中柱、边柱 1.0 0.8（0.9） 0.8（0.8） 0.8（0.8） 0.6

角柱 1.2 1.0 0.9 0.8 0.8

注：1.表中括号内数值用于框架结构的柱；

2.采用 400Mpa 级纵向受力钢筋时，应按表中数值增加 0.05 采用。

表 4.3 异型柱截面各肢端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柱截面形状及肢端 最小配筋率 备注

L 形、Z 形各凸出的肢端 0.2 按柱全截面面积计算

十字形各肢端、T 形非对称轴上的肢端 0.2 按所在肢截面面积计算

T 形对称轴上凸出的肢端 0.4 按所在肢截面面积计算

程序自动选筋时，全截面配筋率按照上述规定执行，矩形柱单边配筋不小于 0.2，除

了异形柱规程规定的异形柱外的其它截面类型的异形柱，全截面配筋率也按异形柱规程

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箍筋

1、箍筋钢筋的面积

柱施工图模块根据上部结构计算软件 YJK-A 输出的配筋面积选配箍筋。YJK-A 输出

的结果中，主要有四个数据与箍筋相关，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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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YJK-A 输出的柱计算配筋结果

输出参数说明：

Asvx、Asvx0：截面 B 边在箍筋间距 Sc 范围内的加密区和非加密区的箍筋计算配筋

面积。

Asvy、Asvy0：截面 H 边在箍筋间距 Sc 范围内的加密区和非加密区的箍筋计算配筋

面积。

箍筋间距 Sc 在计算程序中，统一定为 100mm，不再由用户定义。此参数只表示软

件输出的箍筋面积为 100mm 范围内需要配置的箍筋面积，它是箍筋配置的参照数据，

但是实际箍筋间距可以另外取值。加密区和非加密区的实际配箍间距由施工图软件根据

构造因素确定。

程序在计算矩形柱实配箍筋时，先按构造要求和实配纵筋的情况分别计算 B、H 边

两个方向的箍筋肢数，再根据计算 B、H 边的计算配筋面积分别计算两个方向单肢箍筋

的面积，最后取 B、H 边中单肢箍面积的较大值来计算，以确定箍筋的直径。

2、箍筋直径和箍筋间距

关于箍筋直径和箍筋间距，规范有如下规定：

1、《砼规》(GB 50010－2010) 11.4.12.2 条：框架柱和框支柱上、下两端箍筋应加

密，加密区的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应符合表 11.4.1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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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柱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

抗震等级 箍筋最大间距（mm）
箍筋最小

直径（mm）

一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6 倍和 100 中的较小值 10

二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8 倍和 100 中的较小值 8

三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8 倍和 150（柱根 100）中的较小值 8

四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 8 倍和 150（柱根 100）中的较小值 6（柱根 8）

注：柱根系底层柱下端的箍筋加密区范围。

2、《砼规》(GB 50010－2010) 11.4.12.3 条：框支柱和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框架柱应

在柱全高范围内加密箍筋，且箍筋间距应符合本条第 2 款一级抗震等级的要求；

3、《砼规》(GB 50010－2010) 11.4.12.4 条：一级抗震等级框架柱的箍筋直径大于

12mm且箍筋肢距不大于150mm及二级抗震等级框架柱的直径不小于10mm且箍筋肢

距不大于 200mm 时，除底层柱下端外，箍筋间距应允许采用 150mm；四级抗震等级框

架柱剪跨比不大于 2 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

4、《抗规》（GB50011-2010）6.3.9 条：非加密区的箍筋间距，一、二级框架柱不

应大于 10 倍纵向钢筋直径，三、四级框架柱不应大于 15 倍纵向钢筋直径。

程序计算实配箍筋时，按以下步骤选筋：

程序初始自动取箍筋加密区和非加密区间距分别为 100mm 和 200mm，一般可满足

规范相关要求；但当纵筋直径<20mm 时，200mm 不满足《抗规》（GB 50011-2010）

6.3.9 条关于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 倍纵筋直径的规定，此时可设置箍筋间距取整模数，

使非加密区箍筋间距按照取整模数下调。

根据已经选好的纵筋及相应的构造措施确定箍筋的肢数，箍筋肢数的确定参见下面

“4、箍筋肢距和肢数”的有关说明；

计算加密区的箍筋直径，首先分别计算 B 边和 H 边的单肢箍面积(单肢箍面积=加密

区和非加密区计算箍筋面积中的较大值/对应的箍筋肢数)，再取 B 边和 H 边的单肢箍面

积中的较大值计算单肢箍直径。

计算单肢箍直径时，首先验算用户设定的箍筋库中的最大直径是否小于单肢箍面积，

如果小于，则再次增大调整箍筋肢数，最大箍筋肢数不大于单排最大纵筋根数。



第四章 柱施工图

262

箍筋强度等级默认取建模中输入的柱箍筋等级，对于选出的箍筋直径大于 12mm 的

钢筋，则直接采用参数“12mm 及以上箍筋等级”中设定的箍筋等级。

非加密区箍筋直径采用和加密区箍筋直径相同，用此直径和默认的非加密区箍筋间

距验算是否满足计算配筋的要求，如果不满足，调整非加密区的箍筋间距，每次调整的

间距是减少 50mm，即当默认的箍筋间距为 200mm 时，采用 150mm 再次验算；当默

认的箍筋间距为 150mm 时，则采用加密区的箍筋间距，即 100mm，由于程序对箍筋直

径是取加密区和非加密区箍筋计算面积中的较大值计算的，所以 100mm 一定可以满足

计算配筋的要求。

3、箍筋加密区

关于箍筋加密区，规范有如下规定：

1、《抗规》（GB50011-2010）6.3.9 条 柱的箍筋加密范围，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柱端，取截面高度(圆柱直径)，柱净高的 1/6 和 500mm 三者的最大值。

2）底层柱的下端不小于柱净高的 1/3；

3）刚性地面上下各 500mm；

4）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柱、因设置填充墙等形成的柱净高与柱截面高度之比不大于 4

的柱、框支柱、一级和二级框架的角柱，取全高。

2、《砼规》(GB 50010－2010)11.4.12.3 条：框支柱和剪跨比λ≤2 的框架柱应在柱

全高范围内加密箍筋，且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3、《砼规》(GB 50010－2010)11.4.14 条：框架柱的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柱截面

长边尺寸（或圆形截面直径）、柱净高的 1/6 和 500mm 中的最大值。一、二级抗震等

级的角柱应沿柱全高加密箍筋。底层柱根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不小于该层柱净高的 1/3；

当有刚性地面时，除柱端箍筋加密区外尚应在刚性地面上下各 500mm 的高度范围内加

密箍筋。

程序自动选筋时，柱长度 Ho 自动取建模中输入的长度。柱净长度 Hn=柱长度 Ho-

柱上端节点所有相关梁的梁高最大值；

程序将位于底层、且该层柱柱中所在位置为标高正负 0 处当作刚性地坪，程序将柱

底的箍筋加密区一直设置到刚性地坪以上 500m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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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可以自动识别上部结构计算软件中定义的框支柱、角柱等信息，框支柱和一级、

二级框架的角柱、柱净高与柱截面高度之比不大于 4 的柱自动全长加密。

柱下端加密区长度：

底层柱取柱长边尺寸（或圆柱直径）、Hn/3 和 500mm 三者的较大值；

其他层柱取柱长边尺寸（或圆柱直径）、Hn/6 和 500mm 三者的较大值；

柱上端加密区长度：

取柱长边尺寸（或圆柱直径）、Hn/6 和 500mm 三者的较大值；

当非加密区间距小于一个非加密区的箍筋间距时（200mm 或 150mm），柱全长加

密。

4、箍筋肢距和肢数

关于箍筋肢距和肢数规范有如下规定：

《砼规》(GB 50010－2010)11.4.15 条和《抗规》6.3.9 条 柱箍筋加密区内的箍筋

肢距：一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00mm；二、三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50mm 和 20 倍箍

筋直径中的较大值；四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300mm。此外，每隔一根纵向钢筋宜在两个

方向有箍筋或拉筋约束；当采用拉筋且箍筋与纵向钢筋有绑扎时，拉筋宜紧靠纵向钢筋

并勾住封闭箍筋。

程序自动选筋时，矩形柱肢数按上述规定执行，即箍筋肢距按照：一级抗震不大于

200mm，二级抗震不大于 250mm 和 20 倍箍筋直径中的较大值，三级抗震不大于

300mm，并保证每间隔一根纵向钢筋有一道箍筋或拉筋。加密区和非加密区取相同的箍

筋肢数。

如果用户将箍筋形式设为“矩形箍”，软件不会考虑上述规定，只在纵筋外圈设置

箍筋，肢数按 2 肢箍计算。

对于异型截面柱，按二肢箍计算箍筋的直径及间距，当柱肢较宽箍筋肢距不满足构

造要求时，会沿柱肢方向增加构造拉筋，增加的拉筋不参与计算。

5、异形柱

程序《按照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 149—2017）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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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计时，异形柱箍筋加密区箍筋的肢距：一、二、三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00mm，

四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50mm。此外，每隔一根纵向钢筋宜在两个方向均有箍筋或拉筋

约束。

工形、L 形、T 形截面柱，按异形柱规程有关规定执行，并保证柱肢上每根纵筋在两

个方向上均有箍筋或拉筋约束。

第四节 柱施工图的两种绘制表示方式

一、平法截面注写

平法截面注写参照图集《16G101-1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

构造详图》，分别在同一个编号的柱中选择其中一个截面，用比平面图放大的比例在该

截面上直接注写截面尺寸、具体配筋数值的方式来表达柱配筋。

图 4.4.1 柱截面平法注写

二、平法列表注写

软件提供了两种列表注写方式，分别是平法列表注写和截面详图列表注写。

平法列表注写参照图集《16G101-1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

构造详图》。该法由平面图和表格组成，表格中注写每一种归并截面柱的配筋结果，包

括该柱各钢筋标准层的结果，注写了它的标高范围、尺寸、偏心、角筋、纵筋、箍筋等。

截面详图列表注写是将柱截面详图绘制在表中的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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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列表注写又分本层列表和全楼列表，方便用户使用。

图 4.4.2 本层柱表

图 4.4.3 本层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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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各菜单操作说明

柱施工图的绘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参数设置：设置绘图参数、归并选筋参数等；

（2）设置钢筋层：设置钢筋标准层；

（3）归并：根据设置的归并选筋参数，对全部楼层柱列进行归并选筋；

（4）绘图：根据柱归并选筋结果和设置的绘图参数绘制相应的柱施工图，和（3）

为一个菜单；

（5）批量出图：批量绘制柱施工图，并可以批量生成.dwg 格式的施工图；

（6）钢筋修改：主要包括柱名修改、表式改筋、修改标注、移动标注、标注换位等

钢筋修改命令。

（7）列表注写：选择列表注写方式画柱施工图时，调出列表注写的表。

一、设置
1、参数修改

主要是设置绘图、归并选筋的参数，参数“选筋归并参数”、“选筋库”介绍详见

前面有关章节的说明。

2、设钢筋层

具体操作详见第一节。

二、绘图
1、绘新图

绘新图菜单下有两个选项：重新全楼归并选筋、当前层重新归并选筋、当前层重新

选筋、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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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全楼归并选筋：对于新建的模型，上部结构计算完成后，首次进入施工图设计

软件 YJK-D 时，执行该命令即可完成对全部楼层柱的归并选筋和首次绘图。修改了结构

模型、钢筋层或者参数后应点取本菜单，程序重新对全楼所有柱进行归并选筋和施工图

绘制。

当前层重新归并选筋：该功能适应的条件是归并参数中勾选“分层归并”，如果参

数中勾选的是全楼归并，则只有重新全楼归并选筋的功能，不能实现只有单层的重新归

并，避免引起上下层的归并结果不一致。

当前层重新选筋：即只对当前层的实配钢筋进行重选，不进行重新归并，所以该功

能在分层归并及全楼归并时都适应。仅进行钢筋重选时只对实配钢筋进行更新，图面不

会重新绘制，所以可以保留用户的编辑内容，比如构件名称的修改、构件标注位置的移

动等。

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新图：该命令是保留现有配筋数据对当前层进行重新绘图。

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局部平面图：该命令是将已经绘制好的平面图拆分成不同的区

域的平面进行表示。其操作方式与梁施工图局部绘图功能的操作方式一致。首先绘制完

柱平法施工图，在已有平法图的基础上再执行“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局部平面图”。用

户需要按照命令行提示进行多次围区进行选择。其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执行“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局部平面图”

第二步：围区框选需要绘制局部平面的区域

第一次右键——继续补充围区需要绘制局部平面的区域（并列关系）；

如果不需要补充，则再右键；

第二次右键——围区框选无需绘制标注的局部区域（对之前局部绘图范围内不需要标

注的部分进行围区）选中的范围围区为红色；

第三次右键——选择控制底图绘制范围的围区（选择已围区的范围线，确定底图绘制

范围，被选中绘制底图的部分范围线是绿色显示）；

第三步：右键确定创建局部绘图图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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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量出图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批量绘制柱施工图，同时用户可选择批量生成 dwg 文件，交

互操作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 4.5.1 批量出图对话框

3、画法切换

在平面注写和列表注写两种画图表示方法之间切换，切换后平面图的画法随之变化。

三、编辑

1、柱查询

为方便根据连续柱名称对连续柱进行定位，软件设置了连续柱查找功能。

图 4.5.2 连续柱查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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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此命令后，左侧会出现一个树形列表对话框，全部连续柱都会按名称顺序排列

在表中，单击表中任意一项，软件就会对选中的柱加亮显示，同时将此柱充满显示在窗

口中。有此功能后，一些按柱名称查找、排序等工作将会变得相当方便。

2、柱名修改

柱名修改下包括“柱名修改”和“编号重排”两项。

可以使用 “修改柱名”更改连续柱的名称。点击命令后选择欲改名的连续柱，弹出

如图所示的更名界面。输入连续柱的新名称并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更改柱名的操作。

图 4.5.3 修改柱名

更名界面中有一选项“同时修改同名连续柱名称”，如果勾选此项，则所有名称相

同的一组柱都会被改名，如果不选此项，则只有选中的柱名称被修改。此选项默认处在

勾选状态，实现的是简单的成组更名功能。不选此项更名即可将某根连续柱从一组连续

柱中独立出来，单独进行配筋和钢筋修改。

使用修改柱名还可以将不同组的连续柱归并成同一组。只要将其中一组柱的名称改

成与另一组相同就可以。系统在执行改名操作前会先检查是否有同名连续柱。

如果发现同名连续柱，但是两组柱几何信息不同，则认为更名失败，自动取消更名

操作。

如果发现同名连续柱且两组柱几何信息及各跨类型相同可以归并，则给出如图的提

示。各选项含义如下：

图 4.5.4 同名修改柱柱名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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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选择“取消改名”则本次操作取消，柱名不变。

（2）如选择“归并，重新选筋”则将两组柱合并成一组，并根据配筋面积最大值自

动选筋。

（3）如选择“归并，保留原钢筋”，也会将两组柱合并成一组，但是钢筋将采用未

改名那一组柱的配筋。例如，将 KZ1 改成 KZ2，且原来也有一组叫 KZ2 的连续柱可以归

并，系统会归并两组柱并保留原来叫 KZ2 的那一组柱上的配筋。保留下来的钢筋不一定

符合新加入那一组柱（本例里指原来叫 KZ1 的连续柱）的要求，因此选择保留原钢筋时，

应谨慎核查。

可以使用“编号重排”对当前柱编号重新排序。

3、表式改筋

修改程序设置的柱钢筋，这里通过表格方式修改柱钢筋。点取某根柱后，屏幕上弹

出该柱各层的配筋表，包括纵筋和箍筋的各种详细配置。用户按照表格各栏目说明修改

相关数据，图面上和数据库中的钢筋随之修改。

图 4.5.5 表式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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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钢筋时，程序按照字母表示不同的钢筋强度等级，A、B、C、D、E、G 分别表

示 HPB300、HRB335、HRB400、HRB500、CRB550（冷轧带肋）和 CRB600H 的钢筋，

用 F 表示旧一级钢 HPB235 的钢筋。钢筋间距的符号可以用“@”也可以用“-”输入。

4、修改标注

通过修改集中标注的方式修改柱钢筋。

用户用鼠标点取需要修改的柱，选中后该柱被红色框加亮，该柱的各类钢筋配置信

息进入修改对话框，用户在对话框中通过修改相应数据来修改该柱的配筋。

图 4.5.6 集中标注修改钢筋

对集中标注的修改可以连续进行，对话框为无模式，修改完成某根柱的集中标注后，

移动鼠标到下一根柱点击，即切换到下一根柱的集中标注的修改。

定直径改筋，软件可以按照指定直径选择纵筋以及可以按照指定直径选择箍筋，此

功能是针对所选择的单根柱，按照所选择的直径，依据规范的要求，重新选择钢筋。

5、交互归并

当结构平面尺寸较大，构件数量较多时，设计人员通过查看平面中每个柱的计算数

据进行配筋归并较为繁琐，使用软件自动归并出的柱种类又可能不符合用户的归并需求。

为了解决该问题，程序在柱施工图中增加“交互归并”功能，执行该命令后程序通过一

个构件列表将整个平面的构件配筋按照截面进行分类罗列，方便用户在截面尺寸一致的

前提下，通过配筋差异对归并结果进行干预。交互修改归并结果后，平面标注会自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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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新的归并结果进行标注的联动修改。该项修改仅适应于“分层归并”时的构件归并，

对于全楼归并，不支持交互归并修改。

功能菜单如下图所示：

执行该菜单命令时会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对话框中会按照截面尺寸罗列出当前

自然层的所有柱，在当前对话框中选择构件时会同时在平法图上完成构件的定位亮显，

方便用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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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进行多种操作：

（1）在编号/标高列中单击两次会弹出柱名称修改对话框，对构件名称进行修改：

（2）可以选择多个构件后执行【归为一组】，将选中的构件进行强制归并并重新编
号；

（3）修改编号后如果出现编号不连续的情况，可以使用【编号重排】，对所有的编
号按照规则进行重排，保证编号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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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中构件执行【修改配筋】会弹出编辑对话框，在对话框中修改选中柱的实配

钢筋，【确定】后图面会按照修改后的数据进行自动更新。

6、钢筋拷贝

即将选择复制的参考柱的钢筋拷贝到要修改的目标柱上。

连柱拷贝：适应于全楼归并，将整个连续柱串的钢筋进行多层拷贝；

本层拷贝：分层归并、全楼归并下均可使用，实现本层内钢筋在不同构件间拷贝。

7、移动标注

可以移动截面注写上的各项标注，如集中标注、尺寸标注、钢筋标注、简化标注等。

操作中标注内容是整体拖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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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7 移动标注效果

8、标注换位

此命令是将平面上柱的详细标注的集中标注，转移到其它相同编号的柱上，而原有

位置被置换为简化的标注。

在平面图上，程序从相同编号的柱中任意选择其中的一个做详细的标注，详细标注

就是按另一种比例原位放大绘制柱截面配筋图，并继其编号后再注写截面尺寸 b*h、角

筋或全部纵筋（当纵筋采用一种直径且能够图示清楚时）、箍筋的具体数值，以及在柱

截面配筋图上标注柱截面与轴线关系 b1、b2、h1、h2 的具体数值。

而其它相同编号的柱只作柱编号的简化标注。

当详细标注处图面拥挤、字符重叠时，可用标注换位菜单，寻找其它图面宽松的位

置作详细标注，从而可以解决标注相互重合或打架的问题。

四、插入图块

1、列表注写

当采用列表注写方式出图时，在平面布置图状态下，点此菜单可调出列表注写的柱

表，并把它拖动布置到图面的适当位置。

2、尺寸标注
“尺寸标注”下增加了三项选项，用户可根据需求绘制部分柱尺寸或全部柱尺寸。

图 4.5.8 尺寸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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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面图

用户可选择绘制柱的立面图。

4、三维

此菜单下增加了绘制钢筋三维图的功能，便于用户直观的观察钢筋布置是否合理。

图 4.5.9 柱三维菜单

五、辅助功能
1、钢筋面积显示

（1）计算面积

柱施工图中的计算结果为按照钢筋层归并后的柱配筋计算面积，显示效果如下图所

示：

（2）配筋面积显示

可以查看纵筋或箍筋的计算面积及实配面积等，对话框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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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0 柱配筋面积显示

显示柱的计算配筋面积：

B:(1460.0) X 方向柱纵筋面积，单位平方毫米

H:(1460.0) Y 方向柱纵筋面积，单位平方毫米

ρmin :(0.85%)ρmax :(5.00%) 最小全截面配筋率，最大全截面配筋率
Gx(100mm):( 314.2) X 向计算箍筋面积 (按 100mm 间距计算)，单位平

方毫米

Gy(100mm):( 314.2) Y 向计算箍筋面积 (按 100mm 间距计算)，单位平

方毫米

GJCore(100mm):(x314.2-y314.2) 节点核心区X向Y向计算箍筋面积 (按100mm

间距计算)，单位平方毫米

Rsv:(0.80%) 构造要求最小体积配筋率

RsvCore:(0.80%) 节点核心区构造要求最小体积配筋率

显示柱的实配钢筋面积。显示内容示例如下：

Asx:5399.6 X 方向纵筋面积，单位平方毫米

Asy:2613.0 Y 方向纵筋面积，单位平方毫米

ρ:(0.85%) 全截面配筋率
Gx(100mm):471.2-314.2 X 方向加密区和非加密区的箍筋面积(按 100mm 间

距计算)，单位平方毫米

Gy(100mm):314.2-209.4 Y 方向加密区和非加密区的箍筋面积(按 100mm 间

距计算)，单位平方毫米

GJCore(100mm):x471.2-y314.2 节点核心区 X 向 Y 向箍筋面积 (按 100mm 间

距计算)，单位平方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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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v：1.48% 箍筋实际体积配筋率。

RsvCore：1.48% 节点核心区箍筋实际体积配筋率

2、配筋校审

在钢筋校审对话框中有“校审报告”按钮。在校审结束后点击此按钮，可将本次的

校审结果保存成文本文件，便于用户归档保存。

3、钢筋统计

用户柱施工图钢筋量的统计，设定好柱筋的连接形式，点击确定即可生成柱钢筋量

统计的文本结果。

图 4.5.11 柱钢筋连接形式设定

图 4.5.12 柱钢筋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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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偏压验算

用户选完柱钢筋后，可以直接执行“双偏压验算”检查实配结果是否满足承载力的

要求。程序验算后，对于不满足双偏压验算承载力要求的柱，柱以醒目的红色标注显示。

用户可以直接修改实配钢筋，再次验算直到满足为止。

由于双偏压、拉配筋计算本身是一个多解的过程，所以当采用不同的布筋方式得到

的不同计算结果，它们都可能满足承载力的要求。

5、1.1 倍 As 验算

在菜单中增加了对于地下一层柱实配钢筋是否满足上层柱实配钢筋 1.1 倍的验算。

如下图所示：

该验算项需要结合参数设置一起使用，即只有勾选参数时才会直接对实配钢筋进行

验算，如果没有勾选参数直接验算会给出下图所示提示：

当验算所有柱都满足时会在命令行给出提示“地下一层柱截面每侧纵向钢筋均布小

于地上一层柱对应纵向钢筋的 1.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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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验算地下一层柱有不满足 1.1 倍的关系时，会弹出如下图所示提示对话框，并将

不满足的柱在平面图中加红框亮显。

验算 1.1 倍有不满足的柱时，会自动在施工图路径下导出一个名为下图所示的 DWG

文件，保存重新选筋前的平法图形。

六、加固施工图

用户交互绘制柱加固施工图截面大样详图。

七、读 CAD 图

读入 CAD 柱平法施工图上的实配钢筋信息，保存为 YJK 的钢筋数据，在 YJK 中实现

施工图钢筋校审、钢筋用量统计、三维钢筋显示、弹塑性分析采用实配钢筋等工作内容，

还可用于鉴定加固改造项目中实配钢筋的读入，以及将三维钢筋数据导入到 Revit 等软

件。

读取 CAD 图有两种实现方式：

1．直接导图操作步骤

1）导入钢筋

点击菜单”读 AutoCAD 图”，弹出导入钢筋对话框，打开 DWG 图纸文件，设置基

点，图层选择(选择要导入的钢筋标注)，导入钢筋。当 DWG 图纸较大，内容较多时，使

用 ，选择部分图形导入，剔除其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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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标注识别关联

平面图中钢筋编号、配筋信息可通过自动识别来获得，个别未识别部分可人工交互

指定。图面中的柱表需通过框选表格进行指定。

2．衬图识图操作步骤

1）在当前平面中插入衬图

在当前平面中插入衬图，将衬图文件与软件生成的底图进行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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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入钢筋

执行读取 Autocad 图功能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左侧屏幕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从

平面衬图中直接选择标注图素所在的图层或者图素，选择完成后点击“导入钢筋”。

3）钢筋标注识别关联

与直接导图操作步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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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剪力墙施工图

第一节 功能概述

剪力墙施工图模块的主要功能为读取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软件 YJK-A 的计算结果，

完成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配筋设计与施工图绘制。具体功能包括钢筋标准层归并、自动

配筋、施工图的绘制与修改等。

图 5.1 墙施工图菜单

程序对剪力墙施工图主要按照国家标准图集 16G101-1 的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制图规

则出图，提供四种出图表达方式：列表注写方式、截面注写方式、平面注写方式及截面

全注写方式。其中平面注写方式为国家标准图集 12G101-4 所规定的方式。

一、剪力墙平法施工图

根据 16G101-1，剪力墙平法施工图系在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上采用列表注写或截面注

写方式表达。国家标准图集 12G101-4 在截面注写表达方式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简化，规定

了剪力墙边缘构件的平面整体表达方式。

剪力墙平面布置图可采用适当比例单独绘制。当剪力墙较复杂或采用截面注写方式

时，应按钢筋标准层分别绘制剪力墙平面布置图。

软件提供四种表达方法的剪力墙结构施工图：列表注写方式、截面注写方式、平面

整体方式和截面全注写方式。

（一）列表注写方式

为表达清楚、简便，剪力墙可视为由剪力墙柱、剪力墙身和剪力墙梁三类构件组成。

列表注写方式，系分别在剪力墙柱表、剪力墙身表和剪力墙梁表中，对应于剪力墙

平面布置图上的标号，用绘制截面配筋图并注写几何尺寸与配筋具体数值的方式，来表

达剪力墙平法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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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剪力墙结构平面图上画出墙体模板尺寸，标注详图索引，标注墙竖剖面索引，标

注剪力墙分布筋和墙梁编号。

在节点大样图中画出剪力墙端柱、暗柱、翼墙和转角墙的形式、受力钢筋与构造钢

筋。

墙梁钢筋用图表方式表达。

也可将大样图和墙梁表附设在平面图中。

（二）截面注写方式

系在分标准层绘制的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上，以直接在墙柱、墙身、墙梁上注写截面

尺寸和配筋具体数值的方式来表达剪力墙平法施工图。

选用适当大些的比例绘制剪力墙平面布置图，其中对墙柱绘制配筋截面图；对所有

墙柱、墙身、墙梁分别按 16G101-1 第 3.2.2 条 1、2、3 款的规定进行编号，并分别在相

同编号的墙柱、墙身、墙梁中选择一根墙柱、一道墙身、一根墙梁进行编写，其注写按

以下规定进行。

1.从相同编号的墙柱中选择一个截面，注明几何尺寸，标注全部纵筋及箍筋的具体数

值。

2.从相同编号的墙身中选择一道墙身，按顺序引注的内容为：墙身编号（应包括注写

在括号内墙身所配置的水平与竖向分布筋的排数）、墙厚尺寸、水平分布钢筋、竖向分

布钢筋和拉筋的具体数值。

3.从相同编号的墙梁中选择一根墙梁，按顺序引注的内容为：

（1）注写墙梁编号、墙梁截面尺寸 b*h、墙梁箍筋、上部纵筋、下部纵筋和墙梁顶

面标高高差的具体数值。

（2）当连梁设有对角暗撑时[代号为 LL（JC）XX]，注写规定同图集 3.2.5 条第 5 款。

（3）当连梁设有交叉斜筋时[代号为 LL（JX）XX]，注写规定同图集 3.2.5 条第 6 款。

（4）当连梁设有集中对角斜筋时[代号为 LL（DX）XX]，注写规定同图集 3.2.5 条第

7 款。

（三）平面整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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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整体方式为国家标准图集 12G101-4 中定义的剪力墙施工图表达方式。该方式的

绘制规则基本与截面注写方式相同，但对于边缘构件的表达有所简化。用户仅需为边缘

构件注写截面尺寸和配筋数值即可，不需在平面图上绘制详细的配筋截面图及箍筋放样

图。施工人员根据平面图上注写的配筋数值并配合图集中提供的标准构造详图确定边缘

构件钢筋的具体排布方式。

（四）截面全注写方式

该绘图方式可以很清晰的表示出墙身水平分布筋与边缘构件钢筋的位置关系，将墙

身水平分布筋在边缘构件处弯折。

二、剪力墙墙柱
1、概念及编号

包括暗柱、端柱、翼墙、转角墙四类边缘构件。

边缘构件名称请参阅《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的 11.7.18 条和

11.7.19 条。程序中将暗柱、端柱、翼墙、转角墙统称为“墙柱”，墙柱的编号有墙柱类

型代号和序号组成，约束边缘构件类型代号为 YBZ，构造边缘构件类型代号为 GBZ。

各墙肢厚度和端柱中的柱尺寸依照建模中输入的数据，用户在本模块可调整墙肢长

度。

墙柱的配筋结果可与结构分析模块中的“边缘构件”图相对照。

程序可按照参数设置的距离将相距较近的墙柱构件自动合并。

2、施工图表达的内容

（1）注写墙柱编号，绘制该墙柱的截面配筋，标注墙柱几何尺寸。

a.约束边缘构件需注明阴影部分尺寸。

b.构造边缘构件需注明阴影部分尺寸。

（2）注写各段墙柱的起止标高。

（3）注写各段墙柱的纵向钢筋和箍筋。

约束边缘构件除注写阴影部位的箍筋外，还需在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中注写非阴影区

内布置的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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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剪力墙墙身
1、墙身编号

由墙身代号、序号及墙身所配置的水平与竖向分布筋的排数组成，其中，排数注写

在括号内。表达形式为 QXX（X 排）。

2、施工图墙身表表达的内容

1）注写墙身编号；

2）注写各段墙身起止标高；

3）注写水平分布钢筋、竖向分布钢筋和拉筋的具体数值。

3、地下室外墙墙身表达的内容

地下室外墙由于外皮一侧受面外荷载作用，通常内外两侧配筋不对称。图集

16G101-1 规定以 OS 代表外侧贯通筋、IS 代表内侧贯通筋、tb 代表拉筋。软件按图集要

求进行标注。如果地下室外墙配筋排数多于一排，软件用 IN 代表墙中各排钢筋。

地下室外墙允许配置水平或竖向的非贯通筋。软件支持自动生成非贯通筋，用户也

可手动输入某片墙的非贯通筋。配置非贯通筋的墙身按图集 16G101-1 第 25 页的注写示

例进行标注。

上述非对称筋及非贯通筋的表达方法不拘泥于地下室外墙。只要墙因面外荷载产生

非对称或非贯通筋的，软件均按上述规则进行表达。

四、剪力墙墙梁

将上下层洞口间的墙称为墙梁，也称连梁。程序中缺省配筋形式为上下对称配筋，

箍筋为双肢箍。

墙梁跨度应大于 200mm（对跨度小于 200mm 的洞口不予考虑）。程序根据计算结

果确定墙梁高。

1、墙梁编号

由墙梁类型号和序号组成：

连梁——LL

连梁（对角暗撑配筋）——LL（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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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梁（交叉斜筋配筋）——LL（JX）

连梁（集中对角斜筋配筋）——LL（DX）

连梁（跨高比不小于 5）——LLk

边框梁——BKL

2、施工图墙梁表表达的内容

1）注写墙梁编号；

2）注写墙梁所在楼层号；

3）注写墙梁顶面标高高差；

4）注写墙梁截面尺寸 b*h，上部纵筋，下部纵筋和箍筋的具体数值。

第二节 钢筋标准层

同一个墙钢筋标准层可以包含若干个结构标准层，以此适应若干结构标准层差异不

大而可以采用相同的墙配筋的需要。

同一个钢筋标准层选钢筋时，程序将对每个构件取该钢筋标准层包含的所有楼层的

同一位置构件的最大配筋计算结果。首次执行剪力墙施工图程序时，程序会将相同标准

层归并为同一钢筋层。归并原则：楼层所属的标准层、层高相同，且考虑边缘层类型的

影响。

用户可根据工程实际状况，进一步将不同的结构标准层也归并到同一个钢筋标准层

中，只要这些结构标准层的墙截面布置相同。一般来说，定义了多少个钢筋标准层，就

应该画多少层的剪力墙施工图。因此，用户应该重视钢筋标准层的定义，使它既有足够

的代表性，省钢筋，又足够简洁，减少出图数量。

设定钢筋标准层的对话框与梁施工图相同。可在左侧的树形表中拖动自然层的名称

到所属的钢筋标准层之下，也可在右侧的表格中点取要修改其所属墙钢筋标准层的自然

层行的“钢筋层”栏，在出现的下拉框中选择适当的墙钢筋标准层名称。

在该对话框中左右两部分所做的设置是等效的，使用者可以只关注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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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设定标准层

对话框中按钮的含义：

添加：在既有的墙钢筋标准层之外新增；

更名：是针对墙钢筋标准层（结构标准层的名称已在建模程序中指定，不能在此处

更改）；

清理：清除未用到的（不包含任何自然层的）钢筋标准层。

合并：将选中的自然层合并为一个钢筋层；

拆分：将选中的自然层合并为一个钢筋层；在左栏通过拖曳方式可以改变自然层在

不同钢筋层的归属；不同的结构标准层不宜归属到一个钢筋层。

可以按标高命名或者按自然层实现对钢筋层自动命名。

除使用合并或拆分按钮外，还可以通过拖曳方式改变自然层在不同钢筋层的归属；

不同的结构标准层不宜归属到一个钢筋层。

梁、板、柱、剪力墙等不同构件设置的钢筋标准层是相互独立的，互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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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参数设置

菜单中“参数”按钮用来设置修改墙施工图的绘图参数和选筋归并参数。可在操作

墙施工图过程中的任意阶段设置参数，但参数改变后不会立即改变已有的图形，需要重

新选筋归并或重画新图，修改过的参数才能起作用。

墙施工图参数主要包括绘图参数、墙柱选筋参数、墙身选筋参数、墙梁选筋参数、

构件归并参数和墙名称前缀等 6 项内容。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5.3.1 参数设置



第五章 剪力墙施工图

290

一、通用参数

图 5.3.2 通用参数

列表注写时平面图比例：用户选择列表注写模式时，该参数决定了平面图的绘图比

例以及列表中的基本文字的比例，软件默认值为 100:1。

列表注写详图比例：用户选择列表注写模式时，该参数决定了列表中图形的绘图比

例，软件默认值为 40:1，而列表中的文字采用的仍然是平面图比例。由于墙梁、墙身表

中无图形绘制，该参数实际只控制了墙柱列表中的图形绘图比例。

截面注写时平面图比例：用户选择截面注写模式时，该参数决定了平面图中所有图

形文字的绘图比例，软件默认值为 50:1。

平面整体方式平面图比例：用户选择平面整体方式时，该参数决定了平面图中所有

图形文字的绘图比例，软件默认值为 50:1。

截面全注写方式平面图比例：用户选择截面全注写模式时，该参数决定了平面图中

所有图形文字的绘图比例，软件默认值为 40:1。

钢筋等级符号：可选国标符号或英文字母。默认值为国标符号，选择此选项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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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钢筋等级使用国家标准符号，选择为英文字母时，钢筋符号使用英文字母 A、B、

C 等表示。修改钢筋时对话框中的钢筋符号永远用英文字母表示，不受此选项影响。

标注图素类型：可选项为单行文本或多行文本。选单行文本时每一行标注文本均为

一个 Text 图素，选多行文本时一组标注组合在一起生成一个 MText 图素。

标注文本行间距系数：控制同组标注各行之间的距离，此数值越大，各行标注间距

越稀疏，反之则各行标注越密集。

末端弯钩直线段长度（mm）：箍筋的末端弯钩直线段长度，默认值为 50mm。

截面注写平面图中是否绘制放样图：控制截面注写平面图中是否绘制箍筋放样。勾

选此项后，截面注写中的详标边缘构件负筋会增绘边缘构件箍筋的层次放样图。注意边

缘构件详表中的箍筋放样图一定绘制，不受此选项控制。

层次放样示意缩小倍数：边缘构件箍筋的层次示意图是原箍筋图的缩小比例倍数，

图示为默认的缩小为原来 1/3 的效果。

图 5.3.3 边缘构件箍筋层次示意图

尺寸标注精度：施工图中的尺寸标注的最小取整精度，默认值为 5mm。

是否填充边缘构件轮廓：绘图时平面图上边缘构件阴影区是否填充。截面注写平面

图中已绘制配筋详图的边缘构件一定不填充，不受此选项的影响。

是否考虑文字避让：绘制新图时勾选此项会尽量使标注之间彼此避开，不互相重叠。

自动绘图时间会有所增加，但成图质量提高。

是否绘制非阴影区选筋结果：勾选此项，会将约束边缘构件非阴影区(λ/2 区)的拉筋

规格及间距标注在图面上。取消此项，则非阴影区只标注轮廓，不标注钢筋规格，用户

需要在图纸说明中手动补充有关非阴影区的钢筋选择。

墙柱表中是否旋转倾斜的边缘构件：控制表格中边缘构件是按平面图中原样绘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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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还是将边缘构件转至横平竖直位置绘制（下图右）。不旋转的优点是便于与平

面图对应，缺点是表格占用空间多，排版较乱。此参数的默认选项为“只处理细高型”，

即由程序智能判断，只有旋转后可以压缩表格占用空间的边缘构件才进行旋转后绘制

图 5.3.4 倾斜的边缘构件是否旋转

是否绘制边框柱：剪力墙施工图中是否进行边框柱的选筋和绘图，软件默认为绘制

边框柱；还有“只绘制带墙肢边框柱”和“不绘制”两个选项。边框柱可在墙施工图中

绘制，亦可在柱施工图中绘制。柱施工图模块中有一对应参数“是否包括边框柱”，用

户通过这两个选项可以控制在哪个模块中设计边框柱。由于选筋参数及技术条件的不同，

两个模块中自动设计的钢筋可能会有所区别，用户任选一模块设计边框柱即可，不宜在

两个模块中均设计边框柱。

按梁建模的剪力墙连梁：此参数控制按梁建模的连梁是否在墙施工图模块中进行设

计。按梁建模的剪力墙连梁既可在墙施工图模块中设计也可在梁施工图模块中设计。梁

施工图模块的一对应参数“忽略剪力墙连梁”，用户通过这两个选项可以控制按梁建模

的连梁在哪个模块中设计。与边框柱的情况类似，用户尽量选一个模块设计，不要在两

个模块中重复设计。

墙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软件默认为 15mm，含义为构件外边缘至箍筋外边缘。

其影响边缘构件配箍计算的核心区面积及箍筋总长度，还决定了边缘构件绘图中箍

筋外边缘与外边界的间距，无特殊需求一般不需要修改。

纵筋中心到墙边距离：此参数为绘制边缘构件配筋详图时钢筋线离开轮廓线多远。

此参数只影响绘图，不影响设计和选筋。用户可以尝试修改此参数以获得满意的出图效

果。

与墙身相邻边缘构件钢筋绘制到边界线：勾选此项，会将与墙身相邻边的边缘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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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箍筋、纵筋绘制位置调整到边界线；不勾选，箍筋、纵筋绘制位置到边界线内考虑保

护层厚度。

截面注写法绘制墙身与边缘构件的边界线：勾选此项，会绘制墙身与相邻边缘构件

的边界线；不勾选，则不绘制。

墙施工图默认画法：此参数有三个选项，对应墙施工图模块支持的三种画法。刚一

进入墙施工模块绘制新图时使用哪种画法画图由此选项决定。

平面图尺寸标注内容：此参数控制平面图上墙相关构件的尺寸标注方式。有五个选

项：“仅详标边缘构件”，详标边缘构件同时标注尺寸；“全部边缘构件”，所有边缘

构件均标注尺寸；“连续墙”，边缘构件、墙梁、墙身的尺寸全部标注；“连续墙+边缘

构件”，边缘构件定位尺寸、墙梁、墙身的尺寸全部标注；“不标注尺寸”：平面图上

不标注构件尺寸。

边缘构件引出线高度系数：此参数控制平面图上的边缘构件标注位置。此参数越大，

标注离构件越远。

边缘构件/边框柱小直径钢筋是否空心绘制：边缘构件纵筋中存在两种直径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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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与分布筋直径不同），勾选该项后，分布筋位置的纵筋点筋改为空心绘制方式。

边缘构件轮廓按多段线绘制：勾选该参数后在墙柱详表或者平法图中边缘构件轮廓

线均会按照多段线绘制，解决以前按照多个线段绘制的问题。但如果仍想表示封口线为

虚线，此时应去掉对该参数的勾选。

边缘构件拉筋采用 135 度弯钩：该参数控制拉筋的弯钩样式。

边缘构件箍筋是否倒角：该参数控制箍筋的拐角样式，可以选在倒角或者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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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身筋标注内外皮：对于内外皮是否在平面图中注明，增加参数控制。当有区分内

外皮配筋时，会在平法图中外皮侧标注出“OS”的字样，如下图所示：

边缘构件编号绘制引线形式：当墙施工图平法图中编号是简标时，可以通过该参数

控制简标的引线形式，引线形式有三种“无引出线”、“斜线引出”、“折线引出”。

（无引出线） （斜线引出） （折线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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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构件编号绘制标注位置：边缘构件编号为简标时，其平面标注与构件位置关系

由改参数控制，但是绘制的绝对位置还会考虑部分文字避让，所以最终的绘图效果不一

定与设置值相符。

非阴影区长度取整模数（绘图用）：该参数的默认值为-1（小于 0），即按照相邻墙

身的纵筋间距作为取整模数；当填写大于 0 的数值时（比如常用的取整模数 5、10、20、

25、50、100 等），则以输入的数值作为取整模数。

二、墙柱选筋参数

图 5.3.4 墙柱选筋参数

其中纵筋计算值放大系数、纵筋优选直径序列、纵筋允许两种直径、纵筋最大间距、

纵筋优先间距、纵筋最小间距、箍筋优选间距序列、箍筋优选直径序列、箍筋样式等 9

项参数分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分别设置。

优选钢筋放大系数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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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纵筋或者箍筋优选库自动配筋时，如果试配实际钢筋面积/计算钢筋面积大于

1.0 且小于（1+设定值）时，软件认为试配成功，该系列参数主要控制该上限值。

如果所有试配结果都不在此范围内，软件将选择大于计算配筋面积的配筋量最小的

试配结果作为自动配筋结果。

按柱配筋墙柱的纵筋优先布置到两端：

较短的墙垛通常由一个边缘构件充满，此种墙的受力状态更接近柱的配筋状态。勾

选此参数后，当墙柱按柱计算纵筋的时候，其纵筋优先布置到边缘构件两端，沿墙身的

分布筋布置较少，使边缘构件的实配钢筋更近一个单偏压柱的状态。

边缘构件箍筋允许两种直径：

勾选此参数后，允许边构件的外箍与内箍或者拉筋直径不同，以达到节约钢筋的目

的。

地下室边缘构件尺寸考虑地上一层：

选项有：不考虑地上一层下探取大；地上一层所有边缘构件下探取大；地上一层只

下探对应地下室位置需边缘构件者。

地下室边缘构件纵筋考虑地上一层：

选项有：只考虑尺寸对应完全一致者；忽略墙厚差异墙肢长度基本一致即可；不考

虑地上一层下探取大。

边缘构件纵筋计算值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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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参数默认值为 1。如填入大于 1 的数字，则会在配筋前对计算所需的纵筋配筋面

积进行放大，为构件设计提供额外的安全系数。注意此参数不影响构造要求，因此放大

计算值后可能有些构造控制的边缘构件配筋不发生变化。

边缘构件纵筋优选序列：

分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分别设置。该参数既是纵筋选用的范围库还是选筋

时的顺序序列。

纵筋选筋时首先按照优选间距决定的最佳根数求出直径规格，如果该规格在参数“优

选直径序列”中且不小于最小构造直径，则选配成功。否则按照序列中给出的墙柱纵筋

直径顺序进行选筋，如果当前直径确定的根数在最小根数和最多根数范围内者，则选配

成功，否则试配序列中下一规格直至选配成功。

用户可以按自己设计习惯设定墙柱纵筋直径的选用顺序。该参数在纵筋选配中的作

用可进一步参考本章 4.4.1 小节：“边缘构件自动选筋的主要思路”。

边缘构件纵筋允许两种直径：
勾选此参数后，自动选筋时会尝试减小部分纵筋的直径以降低总的钢筋使用量。降

低直径的钢筋主要为沿墙肢长度布置的分布筋，端头及墙肢交叉处的固定钢筋不会降低
直径。两种直径钢筋的具体分布位置请参见图集 12G101-4 的各种构造详图。同一构件内
的两种钢筋直径不会相差太远，程序给定的范围是级差不多于二级且直径差不多于
5mm。

边缘构件纵筋最大间距：

分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分别设置。

墙柱纵筋的中心线之间的最大允许间距，默认为 300mm。其决定了边缘构件最少布

置的纵筋根数。

边缘构件纵筋优选间距：

分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分别设置。

边缘构件纵筋的中心线之间的优选间距，软件要求在最小间距和最大间距之间，可

以取最大或者最小间距，软件默认为 200mm。

程序将首先按照该间距计算一个纵筋根数，再根据设计要求的纵筋总面积计算出钢

筋规格，如果该规格在边缘构件纵筋优选序列且不小于纵筋之间的最小构造直径则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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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该参数在纵筋选配中的作用可进一步参考本章 4.4.1 小节：“边缘构件自动选筋的

主要思路”。

边缘构件纵筋最小间距：

分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分别设置。

边缘构件纵筋的中心线之间的最小允许间距，默认为 75mm，其决定了边缘构件最

多能布置的纵筋根数。

对于配筋直径较大的工程需要修改该参数确保配出的纵筋净距满足规范要求。

边缘构件箍筋优选间距序列：

墙柱箍筋选配时的间距序列，软件首先对某一间距的各种直径进行试配，如果该间

距的各种直径规格都不满足，才考虑下个间距规格。

边缘构件箍筋优选直径序列：

墙柱箍筋选配时的直径序列，其优先级低，是在同一间距选配中的直径试配顺序。

边缘构件箍筋样式：

此参数主要指中间的拉筋的形式，拉筋肢数设置形式包括隔一拉一和逐根拉结两种，

拉筋的样式包括全拉筋和封闭箍两种，所以共有四种组合样式：“隔一拉一拉筋”、“隔

一拉一箍筋”、“逐根拉筋”、“逐根箍筋”。其中隔一拉一是指在最大间距小于等于

300mm 情况下，布置纵筋的位置隔一个纵筋设置一个拉筋。

此参数分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分别设置。约束边缘构件默认为隔一拉一箍

筋，而构造边缘构件默认为隔一拉一拉筋。

软件首先按用户设置的参数样式进行选配箍筋。如果个别构件配箍要求比较高情况

下，因为用户选择了隔一拉一形式而未选配成功的话，软件自动增加按逐根拉结方式进

行试配。

约束边缘构件、构造边缘构件墙厚方向拉筋根数：

在墙柱选筋参数中增加“边缘构件墙厚拉筋根数”的参数，控制墙厚方向拉筋的最

小构造值。参数填写原则：第一个数值为分组组数，后面紧跟的组数对应的数字用来确

定墙厚的区间分组，之后的数值确定的是允许出现的拉筋根数。设计依据如下图所示的

图集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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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仅是确定的拉筋的最小构造值，实际设置的拉筋还需要结合用户设置的箍筋

样式参数（隔一拉一、逐根拉结等）来最终确定。

墙水平分布筋采用 U 型：
当墙身水平分布筋替代边缘构件箍筋时，水平分布筋在端部的绘制形式，可以是 U

型也可以断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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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配箍要求构造边缘构件计入墙水平筋上限：

该参数用于控制无体积配箍率要求的构造边缘构件的箍筋选筋。1）非底部加强区：

墙水平分布筋提供的体积配箍率比例小于限值，自动选用全替代、隔一替代方式，如果

该处填写值为 0，则不会出现替代；如果填写值为 1，则间距满足一致情况下将全替代。

2）底部加强区：满足限值，自动选用隔一替代。

备注：有体积配箍率要求的构造边缘构件是否用墙身水平分布筋替代，仍由原来的

参数“构造边缘构件计入墙身水平分布筋”来控制。

三、墙身选筋参数

图 5.3.6 墙身选筋参数

“墙身分布筋支持两种规格”参数设置含义：（1）填写 0 或 1：不允许出现两种直

径；（2）填写整数 N：含义是允许最多每 N 层替换其中一层为低一级钢筋。例如参数设

置为 5，可以允许出现 10@200+8@1000（10@200(每 5 层布置 4 层)，8@200(每 5 层

布置 1 层)）的选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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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墙身分布筋为两种规格时，在进行钢筋统计以及墙身裂缝计算时也可以正确获取

其面积。

水平及竖向分布筋优选间距、直径序列：分别决定了水平分布筋和竖向分布筋的选

筋级配库。软件将用户输入的间距及直径组合，生成级配库，然后在级配库中选择分布

筋。注意间距和直径的输入是有顺序的，顺序越靠前的规格越容易被选中。如果级配库

中选不出满足要求的分布筋，软件会忽略级配库进行选筋，此时可能选出不在序列中的

分布筋间距或直径。

“墙身拉筋等级”决定了拉筋的等级。用户可以选择“同水平筋”、“同竖向筋”

或任一特定的钢筋级别。

“墙身拉筋缺省样式”可以选择“双向”或“梅花双向”。此选项决定了普通墙身

的拉筋样式。注意两种情况下此参数不起作用：一种情况是人防墙的拉筋固定使用“梅

花双向”；另一种情况是墙身兼做边缘构件的非阴影区，此时所有水平竖向筋的交点处

均需拉筋拉结，所以拉筋形式固定为“双向”。

接下去一组参数是用来控制墙身非贯通自动选配的。这些参数包含“允许生成非贯

通筋的构件类型”、“水平非贯通筋起配比例”、“竖向非贯通筋起配比例”以及 6 种

非贯通筋的默认长度。

面外荷载所需的钢筋面积通常由最靠近表皮的两排分布筋承担。但当面外荷载很大

时，会使墙边缘的某些部分需要很多钢筋，此时在墙身周边配置类似板面支座筋的非贯

通筋，可以使配筋效率最高。墙身非贯通筋通常应用在地下室外墙、筒仓、水池等构筑

物侧壁以及其他有面外荷载的墙壁。软件有三个参数控制何时自动生成非贯通筋：

“允许生成非贯通筋的构件类型”：此参数有五个选项：“都不自动生成”、“地

下室外墙”、“筒仓水池壁”、“地下室外墙及筒仓水池壁”、“有面外荷载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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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第一项，则不会出现非贯通筋，使用通长分布筋满足面外承载力需求；第二到第四

项，只有符合要求的构件类型才尝试选择非贯通筋。最后一项，只要有面外荷载的墙就

尝试选配非贯通筋。

“水平非贯通筋起配比例”、“竖向非贯通筋起配比例”：设置非贯通筋会增加钢

筋用量和施工难度，因此合理的选筋方案应该是：在支座处所需配筋面积比墙身中部大

很多的情况下，增设非贯通筋；如果支座所需面积与跨中所需面积差不多，还是将分布

筋全墙拉通更为合理。这两个参数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设置。其含义是：支座处面外计算

面积与墙身中部的面外计算面积比例超过参数值时，才会选配非贯通筋。例如，某墙身

的外皮水平筋面外计算配筋是（551/500/601），如果“水平非贯通筋起配比例”填 1.2，

则起始端不配非贯通筋，终止端配置非贯通筋。如果填 1.1，则左右两端都会自动配置非

贯通筋。非贯通筋起配比例应该是大于等于 1 的数，填入 0 表示不配置非贯通筋。

最后 6 个参数是控制非贯通筋默认长度的，这六个参数除了能输入确定的数字外，

还可以输入含变量的表达式，以便根据不同的墙身计算不同的贯通筋长度。表达式的具

体输入方法请参见本章第六节关于墙身分布筋修改的说明。

“根据裂缝选筋”：该参数的具体实现规则为，（1）根据计算配筋面积选筋；（2）

验算裂缝；（3）裂缝宽度不满足限值要求，根据分布筋优选间距序列，减小分布筋间距，

再验算裂缝，直至满足或分布筋间距减至最小；（4）裂缝宽度仍不满足，保持分布筋间

距不变，根据分布筋优选直径序列，增大钢筋直径，再验算裂缝，直至满足或钢筋直径

增大到最大限值(墙厚的 1/10)。

“内、外皮裂缝宽度限值、保护层厚度”分别控制内外皮的裂缝计算时使用数据。

“地下外墙竖筋在外”该参数除了影响全截面绘图方式下的纵筋绘制外，还会影响

到地下室外墙的墙身裂缝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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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墙梁选筋参数

图 5.3.7 墙梁选筋参数

墙梁选筋参数包括 3 个参数项：

墙梁纵筋优选直径序列定义了梁纵筋的级配库，软件按此序列选择纵筋。

墙梁箍筋优选间距序列和墙梁箍筋优选直径序列决定了连梁箍筋的选筋级配库，软

件按此级配库选择箍筋。

如果软件无法根据给定的级配库选出钢筋，则会尝试忽略选筋库重新进行设计。因

此不论连梁的纵筋或箍筋，均可能出现自动选择的钢筋规格不在选筋库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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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构件归并参数

图 5.3.8 构件归并参数

此页参数主要包括三个：墙柱配筋差异百分比、墙梁配筋差异百分比、墙身配筋差

异百分比，其默认值都是 20%，差别在该范围内的配筋构件编为一个构件编号进行选筋

配筋。

此页还有一个参数： “12mm 及以上箍筋、分布筋等级” 。此参数主要解决一级

光圆钢筋较难采购到 12mm 以上大直径的问题。对于原始钢筋等级为 HPB300 或

HPB235 的边缘构件箍筋、墙梁箍筋、墙身分布筋及拉筋，如果选出的钢筋直径大于等

于 12mm，则自动按此参数确定钢筋等级。

“多塔楼结构分塔楼归并编号”：当前处理定义多塔时，施工图中将按照分塔对构

件编号进行归并，每个塔对应的构件编号前会增加塔号的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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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墙名称前缀

图 5.3.9 墙名称前缀设置

此页参数为各类构件命名时的前缀。前缀默认值均根据图集要求确定，一般不需要

修改。

第四节 剪力墙施工图技术条件

一、有关规范规定和软件实现
1、边缘构件的基本规定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以下简称《抗震规范》）第 6.4.5 条，《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以下简称《砼规》）第 11.7.17~11.7.19 条以及《高

层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以下简称《高规》）第 7.2.14~7.2.16 条对约束边

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做出了基本规定。

用户使用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软件 YJK-A 时，软件已针对各边缘构件确定了形状，

剪力墙边缘构件的形状确定原则参见《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软件 YJK-A 用户手册及技术

条件》第四章第六节剪力墙边缘构件部分（第 183-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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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墙柱构件范围内遇到墙体尽端或与墙端的距离很小，则以到墙端的尺寸为墙

肢长。如果两个边缘构件之间的净距小于用户设定的下限值，这两个构件就会被合并。

合并后的纵筋面积不小于两个构件的计算配筋值之和，配筋率、配箍率取合并前两个构

件的较大值。

三个规范对构造边缘构件中的翼墙和转角墙两种边缘构件的范围有些差异，软件在

上部结构计算->前处理及计算->计算参数->构件设计信息中提供了构造边缘构件尺寸设

计依据用户选项。

图 5.4.1 计算参数—构件设计信息

2、两类边缘构件的规范规定

边缘构件包括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软件针对各种结构形式需要设置约束

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的情况进行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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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设置约束边缘构件的情况包括：

1）底部加强部位及相邻的上一层

《抗震规范》第 6.4.5 条，《砼规》第 11.7.17 条以及《高规》第 7.2.14 条均提出：

一、二、三级剪力墙底层墙肢底截面的轴压比大于规定值时，以及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的剪力墙，应在底部加强部位及相邻的上一层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软件按照规范规定自动判断出底部加强部分及相邻上一层，然后根据用户设置的结

构形式来自动判断是约束还是构造边缘构件。如果是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则不进行轴

压比判断，直接设置为约束边缘构件；否则，根据轴压比是否大于规定值确定边缘构件

类型。

软件还在上部结构计算->前处理及计算->计算参数->构件设计信息中提供了“底部加

强区全部设为约束边缘构件”选项，默认为不勾选。如果勾选该选项，软件则不判断轴

压比是否大于规定值，将底部加强区及相邻上一层直接全部设置为约束边缘构件。

2）加强层高层建筑结构

《高规》JGJ 3-2010 第 10.3.3 条：

抗震设计时，带加强层高层建筑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加强层及其相邻层的框架柱、核心筒剪力墙的抗震等级应提高一级采用，一级应

提高至特一级，但抗震等级已经为特一级时应允许不再提高；

2 加强层及其相邻层的框架柱，箍筋应全柱段加密配置，轴压比限值应按其他楼层

框架柱的数值减小 0.05 采用；

3 加强层及其相邻层核心筒剪力墙应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软件在上部结构计算->前处理及计算->计算参数->结构总体信息中提供了加强层所

在层号用户选项，用户可以设置多个加强层，用逗号分开。

软件自动把加强层及相邻一层的所有边缘构件判断为约束边缘构件，而不区分是否

是核心筒部分的剪力墙，并自动实现了抗震等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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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计算参数—结构总体信息

3）框架-核心筒结构的核心筒、筒中筒结构的内筒

《抗震规范》第 6.7.2 条提出：

框架-核心筒结构的核心筒、筒中筒结构的内筒，其抗震墙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6.4 节的有

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抗震墙的厚度、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应符合本规范第 6.5 节的规定；筒体底部加强部

位及相邻上一层，当侧向刚度无突变时不宜改变墙体厚度。

2 框架-核心筒结构一、二级筒体角部的边缘构件宜按下列要求加强：底部加强部位，约

束边缘构件范围内宜全部采用箍筋，且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宜取墙肢截面高度的1／4，

底部加强部位以上的全高范围内宜按转角墙的要求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3 内筒的门洞不宜靠近转角。

而《高规》第 9.2.2 也有类似规定，但有所不同。如：特意修改“全部采用箍筋”为

“主要采用箍筋”。

软件对于该类型结构底部加强部位的约束边缘箍筋形式不自动处理，根据用户自己

设定的选项（见参数设置部分的墙柱箍筋样式）确定箍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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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加强部分的约束边缘构件墙肢长度根据用户在上部结构计算->前处理及计算->

计算参数中设定的结构体系和剪力墙抗震等级自动满足规范要求。

4）软件尚未实现的两种情况

与连接体相连的剪力墙

《高规》第 10.5.6 第 3 条：与连接体相连的剪力墙在连接体高度范围及其上、下层

应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与裙房相连的剪力墙

《高规》JGJ 3-2010 第 10.6.3 第 3 条：塔楼中与裙房相连的外围柱、剪力墙，从固

定端至裙房屋面上一层的高度范围内，柱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宜适当提高，剪力墙宜

按本规程第 7．2．15 条的规定设置约束边缘构件，柱箍筋宜在裙楼屋面上、下层的范围

内全高加密；当塔楼结构相对于底盘结构偏心收进时，应加强底盘周边竖向构件的配筋

构造措施。

对于这两种规范规定应设置为约束边缘构件的情况，软件尚未实现自动判断。

3、对于边缘构件的其他规范规定

1）《高规》第 7.2.16-4 条的加强条款

抗震设计时，对于连体结构、错层结构以及 B 级高度高层建筑结构中的剪力墙(筒体)，

其构造边缘构件的最小配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竖向钢筋最小量应比表 7．2．16 中的数值提高 0.001Ac 采用；

②箍筋的配筋范围宜取图 7．2．16 中阴影部分，其配箍特征值λv 不宜小于 0.1。

软件不自行判断是否执行该条款，通过提供用户选项，用户自行决定是否执行该条

款。用户选择了执行该条款后，软件不进行结构形式等判断，一律按提高构造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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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3 计算参数—构件设计信息

2）B 级高度高层建筑的剪力墙的过渡层

《高规》第 7.2.14 条：

B 级高度高层建筑的剪力墙，宜在约束边缘构件层与构造边缘构件层之间设置 1～2

层过渡层，过渡层边缘构件的箍筋配置要求可低于约束边缘构件的要求，但应高于构造

边缘构件的要求。

软件不自动判断过渡层，用户可在上部结构计算->前处理及计算->楼层属性->设过渡

层中设定。软件对过渡层执行如下原则：

①过渡层边缘构件的范围仍按构造边缘构件；

②过渡层剪力墙边缘构件的箍筋配置按约束边缘构件确定一个体积配箍率（配箍特

征值λc），又按构造边缘构件为 0.1，取其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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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过渡层设置

3）地下一层抗震墙墙肢端部边缘构件

《高规》第 12.2.1 条：地下室与上部对应的剪力墙墙肢端部边缘构件的纵向钢筋截

面面积不应小于地上一层对应的剪力墙墙肢边缘构件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抗规》第

6.1.14 条也有类似规定。

用户可以通过将这些层设为一个钢筋标准层来满足该条规范规定。

4）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

《抗震规范》第 7.5.3 条：墙体的边缘构件可按本规范第 6.4 节关于一般部位的规定

设置。

用户通过设置结构体系参数为底框结构后，软件可以将该结构的边缘构件全部按构

造边缘构件设计，满足规范规定。



第五章 剪力墙施工图

313

图 5.4.5 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设置

5）短肢剪力墙

《高规》第 7.2.2 条：

抗震设计时，短肢剪力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短肢剪力墙截面厚度除应符合本规程第 7．2．1 条的要求外，底部加强部位尚不

应小于 200mm，其他部位尚不应小于 180mm。

2 一、二、三级短肢剪力墙的轴压比，分别不宜大于 0.45、0.50、0.55，一字形截

面短肢剪力墙的轴压比限值应相应减少 0.1。

3 短肢剪力墙的底部加强部位应按本节 7．2．6 条调整剪力设计值，其他各层一、

二、三级时剪力设计值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 1.4、1.2 和 1.1。

4 短肢剪力墙边缘构件的设置应符合本规程第 7．2．14 条的规定。

5 短肢剪力墙的全部竖向钢筋的配筋率，底部加强部位一、二级不宜小于 1.2％，三、

四级不宜小于 1.0％；其他部位一、二级不宜小于 1.0％，三、四级不宜小于 0.8％。

6 不宜采用一字形短肢剪力墙，不宜在一字形短肢剪力墙上布置平面外与之相交的

单侧楼面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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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自动判断短肢剪力墙并实现上述条款。

4、墙身构造的相关规定

本节罗列墙身分布筋及拉筋设计过程中需要执行的规范条文及规定。如无特殊说明，

本节罗列的条文在软件自动选筋过程中均有实现。

1）最小配筋率的相关要求

《砼规》9.4.4 条：墙水平及竖向分布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

《抗震规范》第 6.4.3.1 条（强制性条文）：一、二、三级抗震墙的竖向和横向分布

筋的最小配筋率均不应小于 0.25%，四级抗震墙分布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20%。

《高规》第 7.2.17 条（强制性条文）：剪力墙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率，一、

二、三级时均不应小于 0.25%，四级和非抗震设计时均不应小于 0.20%。

以上三条是墙身分布筋配筋率的基本规定，总结起来就是一、二、三级抗震配筋率

0.25%，四级与非抗震配筋率 0.20%。《抗震规范》6.4.3.1 条还有一个注释，对于四级

抗震剪力较小的矮墙配筋率可以放松到 0.15%，此条未规定可放松配筋率的最大剪压比，

且违背《砼规》9.4.4 条中墙分布筋配筋率不宜小于 0.20%的规定，故而软件未执行此注

释。

对于特定结构类型或特定结构位置，规范还有其他的配筋率规定，所做的规定都严

于上述配筋率基本规定。下面即列出规范中有关分布筋配筋率的其他规定：

《高规》3.10.5.2 条：（特一级剪力墙、筒体墙）一般部位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最

小配筋率应取为 0.35%，底部加强部位的水平和竖向分布筋最小配筋率应取为 0.40%。

《高规》7.2.19 条：房屋顶层剪力墙、长矩形平面房屋的楼梯间和电梯间的剪力墙、

端开间纵向剪力墙及端山墙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率均不应小于 0.25%，间距不

应大于 200mm。

《高规》7.2.19 条主要控制四级抗震或非抗震结构的重点部位。软件可以正确判断

出顶层剪力墙，但关于墙的平面位置，软件采用变通判断：对于一侧无板或两侧均无板

（0 厚度板算无板）的墙，软件执行《高规》7.2.19 条。此种变通判断与规范的规定略有

出入（漏掉了规范规定的端开间内纵墙，规范没提的外横墙按此规定执行了），使用软

件时注意判断和调整自动设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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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规》12.2.5 条：（高层建筑地下室外墙……其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配筋

率不宜小于 0.3%。

《抗震规范》7.5.3.3 条：（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底部采用钢筋混凝土墙时，）

墙体的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 0.30%，并应双排布置。

《高规》10.2.19 条（强制性条文）：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中，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

墙体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的最小配筋率，抗震设计时不应小于 0.3%，非抗震设计时不

应小于 0.25%；

《高规》9.2.2.1 条：（框架-核心筒结构）抗震设计时，核心筒底部加强部位主要墙

体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配筋率均不宜小于 0.30%。

软件暂时无法区分核心筒主要墙体或外围次要墙体，因此只要结构指定为框筒结构，

软件就针对底部加强区的全部墙体应用《高规》9.2.2.1 条。

《高规》11.4.18.1 条：钢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的筒体底部加强部位分布钢筋

的最小配筋率不宜小于 0.35%，筒体其他部位不宜小于 0.30%；

当用户将前处理参数中的结构体系设为“框筒结构”，结构材料为“钢与混凝土混

合结构”时，软件认为当前结构是钢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执行《高规》11.4.18.1

条。

《抗震规范》6.5.2 条：（框架-抗震墙结构）抗震墙的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配筋率

均不应大于 0.25%。

《高规》8.2.1 条（强制性条文）：框架-剪力墙结构、板柱-剪力墙结构中，剪力竖

向、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率，抗震设计时均不应小于 0.25%，非抗震设计时均不应小于

0.20%，并应至少双排布置。

与配筋率基本规定比较可以发现，《抗震规范》6.5.2 条和《高规》8.2.1 条实际上

就是把四级抗震的框架-剪力墙结构、板柱-剪力墙结构中的分布筋配筋率由 0.20%提高到

0.25%。

《高规》11.4.15.2 条：钢板混凝土剪力墙的墙身分布筋配筋率不宜小于 0.4%。

2）分布筋直径的相关要求

《砼规》9.4.4 条：墙水平及竖向分布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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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规》 7.2.18 条：剪力墙竖向和水平分布筋间距均不宜大于 300mm，直径不应

小于 8mm。剪力墙竖向和水平分布筋的直径不宜大于墙厚的 1/10。

《砼规》11.7.15 条：（抗震）剪力墙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直径不宜大于墙厚的 1/10，

且不应小于 8mm；竖向分布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0mm。

《抗震规范》6.4.4-3 条：抗震墙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8mm；竖

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0mm。

上述几条是分布筋直径的基本要求。总结为抗震墙水平筋不应小于 8mm，竖向筋不

宜小于 10mm；非抗震墙水平竖向筋均不宜小于 8mm。关于分布筋的最大直径，以最薄

的 200mm 剪力墙计，分布筋最大直径为 20mm。墙身多数以构造为主，20mm 的直径

基本用不到。所以软件在自动选筋时并未考虑钢筋直径不宜大于墙厚 1/10 的构造要求。

《抗震规范》6.5.2 条：（框架-抗震墙结构）抗震墙的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直径不宜

小于 10mm。

依据《抗震规范》6.5.2 条，抗震框剪结构的墙身水平筋最小直径增大到 10mm。

3）分布筋排数要求与间距要求

《高规》7.2.3条：剪力墙截面厚度不大于400mm时，可采用双排配筋；大于400mm、

但不大于 700mm 时，宜采用三排配筋；大于 700mm 时，宜采用四排配筋。

软件基本根据《高规》7.2.3 条以及剪力墙厚度确定分布筋排数。但对厚度 700mm

及以上的超厚墙，软件进行了扩展处理：厚度 700mm 以上不大于 900mm 的墙，四排

配筋；900mm 以上不大于 1200mm 的五排配筋，大于 1200mm 的按各排钢筋中距

200mm 确定排数。

《砼规》9.4.4 条：墙水平及竖向分布钢筋间距不宜大于 300mm。

《砼规》11.7.15 条：（抗震）剪力墙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300mm，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抗震规范》6.4.4-1 条：抗震墙的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300mm，

部分框支抗震墙结构的落地抗震墙底部加强部位，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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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规》7.2.18 条：剪力墙的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均不宜大于 300mm。

《抗震规范》6.5.2 条：（框架-抗震墙结构）抗震墙的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间距不宜

大于 300mm。

《高规》7.2.19 条：房屋顶层剪力墙、长矩形平面房屋的楼梯间和电梯间剪力墙、

端开间纵向剪力墙及端山墙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间距均不应大于 200mm。

《高规》10.2.19 条（强制性条文）：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中，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

墙体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抗震设计时钢筋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高规》12.2.5 条：高层建筑地下室外墙竖向和水平分布筋应双层双向布置，间距

不宜大于 150mm。

综合以上规定，墙身分布筋间距不宜大于 300mm，对于特定结构类型或结构的特定

部位，间距不宜大于 200mm。地下室外墙要求最严，间距不宜大于 150mm。上述规范

要求在软件中都有实现，但《高规》7.2.19 条的实现稍有变形，请参见配筋率要求中有

关《高规》7.2.19 条的说明。软件结合一般用户的使用习惯，墙身分布筋间距库默认只

提供 200、150、100 三个选项，如果希望使用 250 或 300 等间距，需要手工修改间距库

参数。

4）分布筋拉筋的构造要求

《高规》7.2.3 条：各排分布筋之间的拉筋间距不应大于 600mm，直径不应小于

6mm。

《人防规范》4.11.11 条：（人防墙）墙体应设置梅花形状的拉结钢筋，拉结钢筋的

长度应能拉住最外层的受力钢筋。（图 4.11.11：拉筋直径间距不小于 6mm，间距不小

于 500mm）。

控制墙身分布筋拉筋的规范主要由上述两条。拉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对于普通墙，

拉筋间距不大于 600mm，人防墙需配置间距不大于 500mm 的梅花拉筋。人防墙一般指

直接承受人防荷载的墙或起配筋控制作用的内力组合包含人防作用的墙，施工图软件在

实施的时候以计算软件 YJK-A 传过来的“人防墙”属性为判断依据。此处《人防规范》

是《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 的简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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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中边缘构件设计流程
1、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软件 YJK-A 的有关流程

边缘构件设计首先在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软件 YJK-A 中执行计算分析、构件设计和

配筋等，边缘构件设计有关流程见图。

图 5.4.6 YJK-A 中边缘构件设计流程图

第一步：在前处理及计算模块的计算参数的总体信息、地震信息、构件设计信息参

数页中，根据工程实际设置结构体系、加强层、过渡层、构造尺寸执行哪个规范、是否

执行 7.2.16-4、构件合并距离、尺寸取整模数等影响边缘构件设计配筋结果的参数。

第二步：执行完成计算设计配筋后，在设计结果中查看边缘构件的形状、计算配筋

和软件执行规范得到的最小构造配筋要求等信息。

第三步：对于特殊工程要求的情况，用户在设计结果中修改边缘构件的类型，即将

软件自动设计为构造边缘构件的指定为约束边缘构件，或者约束边缘构件指定为构造边

缘构件。

2、结构施工图设计软件 YJK-D 的有关流程

结构施工图设计软件对于剪力墙设计的有关流程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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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7 YJK-D 中剪力墙施工图流程

第一步：设定选筋绘图的基本对象——钢筋标准层（简称钢筋层），用户将自然层分

组为若干钢筋层，软件对每个构件取该钢筋标准层包含的所有楼层的同一位置构件的最

大配筋计算结果。用户还需要确定该钢筋层是平面注写还是列表注写模式进行画法切换。

第二步：设定配筋绘图的参数、图层设置、文字设置等，大部分工程设计可以采用

软件参数默认值。软件也提供了绘图参数、选筋参数、归并参数等提供给用户个性化使

用。

第三步：执行绘制新图得到平面图，并利用软件提供的各种编辑功能对自动出图结

果进行个性化调整，得到用户满意的图纸。

第四步：在列表注写模式下，用户还需要选择执行绘制墙柱表、墙梁表、墙身表，

并根据需要插入层高表、图名、图框后实现自动出图。

第五步：习惯使用第三方绘图软件的用户，可以利用软件的批量导出 DWG 功能，利

用第三方软件的图形编辑功能进行编辑处理后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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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盈建科上部结构设计软件 YJK-A 的衔接

剪力墙配筋设计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计算模型与施工图模型所处理的构件单

元并不相同。在计算软件 YJK-A 中，以墙柱为基本构件进行计算与配筋设计；而在施工

图软件 YJK-D 中，首先要把连续的若干个墙柱重新拆分组合成边缘构件柱肢及墙身，再

将轮廓彼此相交的柱肢及边框柱组合形成边缘构件，最终的施工图里，以墙身和边缘构

件为基本构件进行配筋设计。

想要深入了解剪力墙施工图的技术条件与配筋设计规则，必需了解计算模型的墙柱

设计结果如何逐步转化为墙身及边缘构件等基本构件。

1、从计算模型中的墙柱到施工图中的边缘构件和墙身

计算模型中的墙柱一般包含模型中一整片连续的剪力墙，一般是以墙边缘或墙洞边

缘作为起止点。但一些情况下，计算模型会将一整片墙在节点处（节点处一般连有面外

墙、面外梁或其他构件）拆分成多个墙柱计算以便保证计算精度。整片墙拆分的情况包

括：弧墙、地下室外墙、人防墙、有面外荷载的墙。

施工图软件中，首先会将曾经被分拆的多个墙柱串起来还原成一整片连续墙；然后

依据规范要求在连续墙端头生成边缘构件主肢，与主肢端部相交的翼墙上生成边缘构件

副肢，在与面外梁相交处生成梁下暗柱柱肢；最后将各种柱肢及边框柱组合起来生成边

缘构件，并将各柱肢中间的部位定义为墙身构件。

边缘构件柱肢的尺寸按照相关规范确定。构造边缘构件的尺寸在《抗震规范》、《砼

规》、《高规》中均有不同规定，可在参数中选择执行哪本规范。对约束边缘构件的柱

肢尺寸及其非阴影区尺寸，上述三本国家规范的规定相同，但是广东省标准《高层建筑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15-92-2013（以下简称《广东高规》）中有不同规定，程序

亦提供参数由用户控制是否执行《广东高规》的相关规定。

《高规》第 7.1.6 条提出了剪力墙与梁面外相交时墙内暗柱扶壁柱的设计方法。软件

提供参数“面外梁下生成暗柱边缘构件”以便用户控制是否在面外梁下生成暗柱。此参

数有三个选项“全不生成”、“全都生成”和“铰接梁不生成”。如果选择“铰接梁不

生成”，则程序会根据前处理特殊梁定义中的梁端铰接信息来判断各处暗柱是否生成。

软件为此参数设置的默认值是偏保守的“全都生成”。

软件还提供了多个参数来保证边缘构件尺寸整齐，便于设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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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构件尺寸取整模数”用于处理因非正交、偏心定位或墙厚差异等原因引起的

柱肢尺寸不为整数的情况。生成柱肢时如果出现尺寸为小数，则会四舍五入到取整模数

的整数倍。注意填入的模数最好能够整除工程中出现的所有墙厚。例如工程中有 180 厚

的剪力墙，则取整模数就不能取默认的 50mm，而应该填 20mm 或 10mm。由于规范中

规定的尺寸有的是从墙相交处的内皮开始度量，有的是从外皮开始度量，如果模数不能

整除墙厚，则很可能出现边缘构件某些关键尺寸不合模数甚至不合规范的情况。

程序提供“边缘构件合并距离”以及“短肢边缘构件合并距离”两个参数来合并距

离很近的边缘构件柱肢，避免形成过短墙身。由于短肢墙对全截面配筋率要求较高，整

体生成边缘构件的设计方案比边缘构件+墙身的配筋方案更便于设计施工，所费钢筋亦增

加不多。所以软件将短肢墙上的边缘构件合并距离设置为较大的 600mm，以使短肢墙上

尽量多的整体生成边缘构件。

参数“归入阴影区的λ/2 区最大长度”用来避免在约束边缘构件旁出现尺寸过小的λ

/2 区（非阴影区）。如果生成的λ/2 区长度小于等于此参数，则将与之相邻的柱肢阴影

区延伸覆盖掉此λ/2 区；只有长度大于此数值的λ/2 区才设计绘图。

与边缘构件生成相关的参数集中在“前处理及计算”菜单“计算参数”对话框的“构

件参数”页中（图 5.4.1）。

《砼规》第 11.7.17 条规定底部加强部位及其上一层的剪力墙，当轴压比大于规定值

时需设置约束边缘构件，《抗震规范》第 6.4.5 条和《高规》第 7.2.14 条有类似的规定。

关于约束边缘构件的判别时所使用的轴压比，软件是这样处理的：计算轴压比的时候取

计算模型中底层墙柱底截面组合轴压比，有地下室的建筑，底层指地上一层，地下层用

本层墙柱底截面的轴压比。多墙柱相交处形成的边缘构件，轴压比按相交处所有墙柱的

轴压比按面积加权取平均值（λ=ΣλiAi/ΣAi，其中λi 为墙柱轴压比，Ai 为墙柱面积），有

边框柱的，柱也按此规则参与平均。

由于轴压比处理方式存在差异，当墙柱轴压比接近限值时，不同软件生成的边缘构

件可能存在差异。为避免争议，一些用户采用偏保守的做法，将需加强层的边缘构件全

部设为约束。本软件也提供参数“约束边缘构件层全部设为约束边缘构件”，以满足此

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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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缘构件配筋面积的生成原则
1) 边缘构件纵筋计算面积的生成

在计算软件 YJK-A 中，墙柱纵筋的计算模型为假定沿墙身方向已均匀布置纵筋，根

据受力状态计算墙柱端部应该配置多少纵筋。具体计算方法可以参看《砼规》6.2.19 条。

墙柱中腹均匀布置的钢筋按用户输入的墙竖向配筋率计算，在设计墙身竖向筋时考虑；

计算得到的墙柱端头纵筋面积则是边缘构件计算配筋面积的主要依据。形成边缘构件后，

软件会将此边缘构件所覆盖的全部墙柱端头的计算面积相加，作为边缘构件的纵筋计算

面积。例如下图所示边缘构件，计算所需的纵筋面积为 3.77+1.57+1.57 = 6.91cm2。

图 5.4.8 边缘构件纵筋计算面积

2) 含边框柱边缘构件纵筋计算面积的处理

边缘构件中包含边框柱时，还需要考虑柱子的计算结果。首先按上述原则得到按墙

计算的纵筋面积，然后得到按柱计算的纵筋面积，最后根据参数“墙柱配筋设计考虑端

柱”，软件有两种不同处理方式：

①如果不勾选此参数，边缘构件纵筋计算面积取为边框柱纵筋计算面积和墙柱

纵筋计算面积之和；

②如果勾选此参数，由于端柱的贡献已在计算墙柱时体现，则程序以按墙计算

的纵筋面积为主（考虑墙柱配筋与框柱相应方向纵筋计算面积取大）。不同的墙肢

形式对应的处理方式不同，详细介绍如下。

A. 程序对含有边框柱边缘构件纵筋处理的基本流程：

a) 读入原始数据（设计结果模块中柱的配筋面积与墙柱的计算配筋面积）

b) 拆分墙柱计算面积为柱内和柱外两个部分，后续步骤分别处理。

c) 将墙在柱内的配筋面积折算成柱配筋面积的格式。根据柱截面类型以

及柱墙连接关系，有两种处理方式：c1.带正交墙肢的矩形边框柱，直接将各墙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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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面积折算成对应方向的单边配筋；c2.其他情况，直接折算成柱配筋总面积）

d) 根据墙在柱内的配筋面积与柱本身的原始配筋面积，获得最后作为配

筋依据的边框柱配筋面积。根据参数“墙柱配筋设计考虑端柱”，综合考虑步骤

c 的两种处理方式，边框柱配筋面积总共有 4 种不同的获得方式

e) 叠加边缘构件中所有的边框柱配筋面积及不在柱内的墙配筋面积，作

为边缘构件整体的配筋面积。

B. 原始数据的获得与处理：

墙计算配筋面积的原始数据分为两部分分别考虑：

一部分是配筋面积在边框柱内，这部分与柱配筋面积综合考虑，例如上图墙肢中，

起始端的配筋面积 3469 在边框柱内，与边框柱配筋面积综合考虑。此次改进，主要是细

化这一部分配筋面积的处理方式。下文用 AsLeg 来指代这部分面积。

另一部分为边框柱外的配筋面积，这部分不参与边框柱配筋面积综合的过程，在边

框柱配筋面积计算完毕后直接叠加到边缘构件配筋面积上。例如上图墙肢中，终止端的

配筋面积 1366 为墙在柱外的面积，如果此处独立生成边缘构件，则此处边缘构件配筋面

积为 1366，不会影响起始端的边框柱；如果此处与起始端合并成一个边缘构件，则待柱

子计算面积算清楚后直接叠加此配筋面积，作为边缘构件的总配筋面积。

柱配筋面积的原始数据与普通柱类似。从下列两个角度分类：

按柱截面类型，可分三类考虑：

a.矩形柱按角筋、B 边配筋、H 边配筋考虑，总配筋面积 AsTotal = 2*（Asx+Asy）

-4*Asc

b.圆形柱按总面积考虑。

c.异形柱按固定筋、分布筋考虑 总面积 AsTotal = AsGD + As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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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是否考虑构造，可以分为计算配筋面积 As0（不考虑构造）和设计配筋面积 As

（计算与构造的大值）。

C. 只带正交墙肢的矩形边框柱

只带正交墙肢的矩形边框柱，墙的配筋面积直接影响柱子 B 边、H 边计算面积 Asx0、

Asy0。以上图为例，将墙肢配筋面积 3469 折合成单边配筋面积 3469*0.5=1735。由于

此墙肢与柱子的 Y 轴垂直，所以 1735 影响柱子 H 边计算配筋 Asy0 = 2572。如果勾选参

数“墙柱配筋设计考虑端柱”，则新的 Asy0 = max(1735,2572) = 2572；如果不勾选，

则新的 Asy0 = 1735+2572 =4307。

受墙影响后的单边计算配筋面积直接作为边框柱选筋时的配筋依据。如果受墙影响

后的单边配筋面积大于原始设计配筋面积，则柱的单边设计配筋面积也会相应取大。

D. 圆柱、异形柱以及存在非正交墙肢的矩形边框柱

此种情况，按以下步骤确定边框柱配筋面积：a)首先将位于柱内的全部墙肢计算配

筋面积相加，得到按墙计算的边框柱总计算配筋面积 AsWall0；b) 然后根据设计模块原

始数据获得按柱计算的边框柱总计算配筋面积 AsCol0；c）根据参数“墙柱配筋设计考

虑端柱”，获得最终的边框柱计算配筋总面积 AsCol01 = max（AsWall0，AsCol0） （勾

选参数）或 AsCol01 = AsWall0+AsCol0（不勾选参数）d）如果 AsCol01 大于柱子原始

的设计配筋总面积，则将柱子的设计配筋总面积也置为 AsCol01。e）修正矩形柱的总配

筋面积时，保证 B 边、H 边配筋比例不变；修正异形柱的总配筋面积时，保证固定筋、

分布筋的配筋比例不变。

E. 纯边框柱的后续处理（即边缘构件范围只在柱范围内）

纯边框柱的自动选筋、配筋面积显示等均与普通柱类似，但使用的配筋面积是经过

上述步骤 C、D 处理过的结果。

F. 带墙肢边框柱的后续处理（边缘构件范围包括柱与部分墙肢时）

带墙肢边框柱按普通边缘构件处理。其计算配筋面积是上述步骤 C、D 处理得到的边

框柱计算配筋面积加上包含在边缘构件内但是不包含在边框柱内的配筋面积。上述步骤

C、D 得到的单边配筋面积在带墙肢边框柱中不起作用。

传统剪力墙计算采用各墙肢分别独立计算，然后将计算结果累加得到边缘构件配筋

面积的方法。此方法不能考虑相交墙与相交柱彼此连接的整体性，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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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差距，存在不经济和不安全的问题。“墙柱配筋设计考虑端柱”和“墙柱配筋设

计考虑翼缘墙”两个参数为用户提供了考虑整体性的计算方法，多数情况下，勾选这两

个参数会减小配筋总量，在个别整体刚度较大应力比较集中的区域，整体性的算法能够

正确计算并设计，并配置足够的钢筋。总之，剪力墙按整体计算设计更接近混真实受力

状态，从工程整体看配筋更经济，且重点部位配筋设计更安全。

3）短肢墙全截面配筋率的验算与满足

《高规》第 7.2.2 条规定了短肢剪力墙的全截面最小配筋率的要求。在施工图模块中，

软件会将一个短肢墙所包含的所有边缘构件和墙身配筋作为整体来验算上述规范条文。

如果验算不满足要求，考虑到墙端多配钢筋对受力有利，软件会提高边缘构件的构造配

筋率，墙身竖向配筋率保持不变。如果一个短肢墙包含多个边缘构件，软件提高配筋率

的原则是尽量保证最终各边缘构件配筋率尽量一致。按此原则处理，原来因计算等要求

而配筋本来较大的边缘构件不会增配量会很小，甚至不变，而按原来构造控制的边缘构

件其配筋率增加的会多一些。这个原则可以使钢筋在整个短肢墙范围内分布更均匀，便

于实配钢筋选择和布置。

4）边缘构件独立柱肢的抗剪验算

墙柱所受的剪力应由墙柱内配置的水平钢筋承担，通常情况下抗剪筋为墙身水

平筋。但如果一个墙柱完全被边缘构件覆盖，没有任何墙身与之相邻（例如图 5.4.11 中

阴影表示的柱肢），此时墙柱的抗剪能力就只能由边缘构件箍筋来提供了。

软件在设计边缘构件箍筋的时候，会判断边缘构件所属各柱肢周围的墙身连接

情况，如果某一柱肢两侧均无墙身，则此柱肢为独立柱肢，此柱肢内的实配箍筋面积不

应小于墙柱抗剪所需水平筋面积。如选筋设计时遇到独立抗剪验算不满足的情况，会自

动增大箍筋直径以尝试满足抗剪要求。

图 5.4.9 需要抗剪验算的边缘构件独立柱肢（阴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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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墙身配筋面积的生成原则

墙身配筋主要由墙身水平筋、墙身竖向筋和墙身拉筋构成。这三种配筋通常由构造

控制，但有一些计算软件 YJK-A 得到的配筋面积也需要墙身配筋来满足。

YJK-A 中会计算墙柱抗剪配筋面积，此钢筋面积应由配置在剪力墙内的水平筋来承

担，这个水平筋主要指墙身的水平筋。墙身实配的水平筋必须满足墙柱抗剪的要求，一

片墙身包含多个墙柱的，其水平筋不应小于各片墙柱的抗剪配筋面积最大值。

墙身竖向筋通常只需满足分布筋最小配筋率和用户输入的竖向分布配筋率即可。但

是对于一整片连续墙被打断成多个墙柱的情况，通常只在整片墙的端头会有边缘构件，

也只有端部墙柱端头的纵筋面积由边缘构件承担。此时未落入边缘构件范围内的墙柱端

头纵筋计算面积，只能由经过这些墙柱端头的墙身竖向筋承担。软件由此得出墙身竖向

筋计算配筋率的公式：ΣAsi/Ab。其中 Asi 为墙身包含的所有墙柱端头计算配筋面积，Ab

为墙身面积。设计实配钢筋的时候，竖向筋配筋率受构造最小配筋率、用户输入的配筋

率参数以及上述计算配筋率三者的联合控制。

4. 墙面外设计结果的衔接

受面外荷载作用的墙在计算模块 YJK-A 中会进行面外设计，每个墙柱给出 12 个配筋

结果，这些结果在墙柱构件信息文本中可以看到，输出格式如下图所示：

图 5.4.10 有面外荷载墙柱的面外设计结果

12 个结果分别代表一个墙柱 12 个不同位置的控制内力组合号、起控制作用的面外

弯矩、轴力、以及满足设计所需的配筋面积（mm2/m）。12 个不同位置依次为：左皮竖

向筋上边、中间、下边，右皮竖向筋上边、中间、下边；左皮水平筋起始端、中间、终

止端，右皮水平筋起始端、中间、终止端。上述起始端指墙柱左节点 J1 一端，终止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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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柱右节点 J2 一端；左皮、右皮指由起始端望向终止端时，左侧墙皮为左皮，右侧墙皮

为右皮。

施工图软件根据上述结果进行面外配筋设计，最终要保证墙身内外皮配筋满足其具

体位置的配筋要求，且各排分布筋面积和在各个位置均不小于面外设计所需的计算配筋

面积加上面内设计所需的计算配筋面积。具体配筋方法请参见本节第 6.3 小节“有面外

荷载墙身的选筋原则”。

四、边缘构件选筋的技术条件
1、边缘构件自动选筋的主要思路

第一步：确定边缘构件形状

墙柱构件的形状按规范中边缘构件尺寸的相关规定确定。构造边缘构件在《砼规》、

《抗震规范》、《高规》三本规范中的规定略有差异，《广东高规》对约束边缘构件尺

寸的规定与全国规范略有差异。在进行构件设计前，请注意选择所遵循的规范。

用 YJK-A 计算程序时，软件已针对各边缘构件确定了边缘构件形状。如果在墙柱构

件范围内遇到墙体尽端或与墙端的距离很小，则以到墙端的尺寸为墙肢长。如果两个边

缘构件之间的净距小于设定的下限值，这两个构件就会被合并。合并后的纵筋面积不小

于两个构件的计算配筋值之和，配筋率、配箍率取合并前两个构件的较大值。

第二步：确定大箍筋的形状

将边缘构件上所有共线的墙肢合成一个配箍墙肢，每个配箍墙肢上生成一个大箍筋

套，这个大箍筋套将作为配箍筋和确定纵筋位置的基准。

第三步：各肢大箍切割分段

各肢大箍筋进行几何求交点，交点位置为固定纵筋位置，然后将根据各切割端长度、

纵筋间距要求在各分段线布置纵筋。

第四步：自动配筋

按照规范要求及用户设定的参数进行纵筋、阴影区箍筋、约束边缘构件非阴影区箍

筋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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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缘构件纵筋的选筋规则

1）边缘构件纵筋的钢筋等级由前处理或建模中的墙主筋等级确定。软件主要读取计

算软 YJK-A 前处理模块中设置的钢筋等级（图 5.4.8）。如果前处理中给出的钢筋等级不

合法，则从建模模块的各层信息中读取。

图 5.4.11 计算模块前处理中的墙主筋等级

2）按照纵筋的最大间距和最小间距计算确定边缘构件纵筋的允许根数范围；

3）按照纵筋的优选间距计算出优选纵筋根数（在根数范围内），根据该边缘构件需

要的纵筋面积计算出纵筋直径规格，如果该规格在纵筋直径优选序列中且不小于最小构

造直径要求则纵筋选配成功。

4）如果按优选间距未成功选配，则按纵筋直径优选序列进行选配。先对排在最前面

的满足最小构造直径要求的直径规格进行试配，可以确定要选配的根数，如果该根数在

纵筋允许根数范围内，则选配成功；如果不满足要求，则试配下一个满足最小构造直径

要求的直径规格，直至选配成功。

5）如果所有纵筋直径优选序列内的规格都不满足要求（用户指定的优选序列不合适

或者该边缘构件配筋要求高），程序会自动对墙柱纵筋等级内的所有符合要求的直径规

格进行选配。所以一般情况下，很少会有选配不出来纵筋的情况。如果有选配失败的情

况，软件将标记为 N/A(Not Available，不可用)。

6）如果箍筋无法选配出的情况下，程序会自动逐次增加两根纵筋并重选纵筋直径，

直至能选配出箍筋或者纵筋根数达到构造最多根数。选配出的纵筋自动考虑构造直径要

求，纵筋间距要求执行的是参数的默认最大（300mm）和最小（75mm）间距要求，如

果工程有特殊需要，用户可以自定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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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选筋参数中勾选了“边缘构件纵筋允许两种直径”，则软件会尝试减小部分

分布筋的直径以降低边缘构件配筋总量。尝试减小直径以的纵筋仅限沿墙肢长度布置的

分布筋，端头及墙肢交叉处的固定钢筋不会降低直径。两种直径钢筋的具体分布位置请

参见图集 12G101-4 的各种构造详图。同一构件内的两种钢筋直径不会相差太远，程序给

定的范围是级差不多于二级且直径差不多于 5mm。

3、阴影区箍筋的选筋规则

1）在完成纵筋布置后，沿各墙肢和构件外轮廓安排箍筋，再按用户参数中设定的“隔

一拉一”（满足无支长度不大于 300mm）或者“逐根拉筋”的要求增补拉筋。统计一道

箍筋的总长度；

2）按照配箍率要求，根据箍筋的间距和直径选筋库（间距优先）试配箍筋。如果某

规格（间距和直径）确定箍筋率大于设计配筋率且比值小于优选钢筋放大系数上限，则

试配成功。如果各规格都不满足要求，则取大于设计配筋率的配筋量最小的规格。

3）如果箍筋选筋库中所有规格都不能大于设计配筋率而未选配工程，程序则自动检

查是否是设定了“隔一拉一”，并尝试按照“逐根拉筋”的要求重新设定拉筋，增加一

道箍筋的总长度。重新对箍筋选筋库中所有规格进行试配。

4）如果仍未配出，程序自动逐次增加两根纵筋并重选纵筋直径，直至能选配出箍筋

或者纵筋根数达到构造最多根数。所以一般情况下，很少会有选配不出来箍筋的情况。

5）如果有选配失败的情况，软件将标记为 N/A(Not Available，不可用)。

6）一般情况下墙的水平剪力由墙身水平分布筋承担。但如果边缘构件中某一墙肢两

侧均无墙身与之相邻，则此墙肢的水平剪力就需要由边缘构件箍筋承担。对此种独立墙

肢箍筋兼做水平抗剪筋的情况，软件验算已选配的箍筋是否满足计算模块 YJK-A 提供的

墙肢抗剪所需水平筋面积，如果不能满足，则软件会自动放大箍筋直径直至满足抗剪要

求为止。

7）前处理或建模中的楼层参数有一参数：“边缘构件箍筋等级”。实配箍筋的等级

由此参数确定。如果楼层参数中输入的钢筋等级为 HPB300 或 HPB235，且选出的箍筋

直径大于等于 12mm，则软件会按墙施工图模块参数中的“12mm 及以上箍筋、分布筋

等级”重新确定箍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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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束边缘构件非阴影区箍筋的选筋规则

约束边缘构件非阴影区只对配箍提出了要求，非阴影区的箍筋需要墙身的竖向分布

筋来固定，所以其位置需要尽量与墙身的竖向分布筋协调。同时为了尽量利用墙身的水

平分布筋替代非阴影区的封闭箍，还需要考虑非阴影区的箍筋间距与墙身水平分布筋的

直径、间距协调问题。

所以本软件在约束边缘构件非阴影区箍筋的选筋中执行的是协调优选原则，具体来

说：

1）非阴影区拉筋的水平间距（肢距）取 200mm 和相应墙身竖向分布筋间距的较小

者，非阴影区长度 200 和竖向分布筋间距的较小者的整数倍且不小于计算值（参见

04SG330P4）；

2）如果墙身配筋强度等级和直径不小于边缘构件箍筋等级情况下，可以考虑用墙身

水平分布筋替代封闭箍筋。

3）首先，非阴影区的箍筋间距优先按墙身的水平分布筋的间距试配，如果选配的箍

筋直径满足替代要求，则试配成功；否则，如果 0.5 倍墙身水平分布筋间距在约束边缘

构件箍筋优选间距序列（优先级高）中，则以该间距进行试配，如果选配的箍筋直径满

足替代要求，则试配成功。

注意：试配的直径规格不仅满足构造和协调替代要求，同时是约束边缘构件箍筋优选直径序列（优

先级低）中的规格，例如如果试配计算结果是直径 6mm 的，而直径序列中无该规格，程序自动选择库

中最接近 6mm 的规格。

4）如果无法选配出可以与墙身协调并替代封闭箍筋的结果，软件则按与边缘构件阴

影区箍筋间距协调原则进行选配，首先按箍筋间距和 2 倍间距分别选配出一个直径，如

果 1 倍间距的超配率较明显大于 2 倍间距的结果，则取两倍间距结果，否则尽量取阴影

区箍筋间距的直径结果。选配时直径尽量是约束边缘构件箍筋优选直径序列（优先级低）

中的规格。

5）否则不考虑协调替代，而从约束边缘构件箍筋库中选配钢筋。

6）非阴影区的标注方式包括两种：

如果非阴影区箍筋的竖向间距与墙身水平筋间距一致，且墙身水平筋满足替代非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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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区封闭箍钢筋条件，则用简化标记为等级直径。此时由设计和施工方根据需要决定是

否由墙身水平筋替代非阴影区的封闭箍筋，如下左图中的Ф8 表示：非阴影区长度为

600mm，采用一级直径为 8mm 的钢筋，竖向间距同墙水平分布筋的间距为 200mm，

水平间距同墙竖向分布筋间距为 150mm，且墙身水平筋可以替代封闭箍钢筋。

如果非阴影区箍筋的竖向间距与墙身水平筋间距不一致，或者墙身水平筋不满足替

代非阴影区封闭箍钢筋条件，则完全标记为等级直径@竖向间距。如下右图中的

Ф10@100 表示：非阴影区长度为 200mm，采用一级直径为 10mm 的钢筋，竖向间距

同阴影区箍筋的间距为 100 mm，水平间距同墙竖向分布筋间距为 200mm。这种情况下，

是否还可以由墙身水平筋替代非阴影区封闭箍钢筋，由设计方和施工单位判断，比如右

图示意情况下还可以部分利用墙身水平筋替代非阴影区封闭箍钢筋。

图 5.4.12 非阴影区箍筋标注方式

5、带边框柱边缘构件的选筋原则

带边框柱边缘构件分为两种：一种是纯边框柱，即边缘构件轮廓与建模时布置的柱

子轮廓完全重合的边框柱；另一种是带墙肢边框柱，即部分墙肢凸出柱外的带边框柱。

纯边框柱一般为构造边缘构件，此类构件原则上按普通柱选筋，但有几点不同：1）

纵筋总面积需满足按边缘构件计算的配筋面积，还需满足边缘构件的纵筋构造要求（最

小配筋率、最小根数直径等）；2）箍筋间距不像柱子那样划分加密区和非加密区，而是

采用边缘构件的构造要求和选筋规则；3）纵筋只使用一种直径，不会出现部分纵筋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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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情况。（此条主要是考虑图集 12G101-4 未给出边框柱构造详图，两种直径的纵筋很

难在图面上标明第二种直径钢筋的具体位置）。

带墙肢边框柱一般为约束边缘构件，也有可能是构造的纯边缘构件与其他边缘构件

合并而成。由于此类边缘构件既含柱又含墙，自动选筋过程与纯墙的边缘构件类似，只

是柱子轮廓线作为配筋基准线，沿柱子轮廓肯定配置大箍，纵筋也会沿基准线均匀布置。

6、边缘构件的归并规则

同一平面上外形相同而纵筋配筋量差异在设定的范围（参见“工程设置→构件归并

参数”）内时，归并为同一类构件，程序不考虑箍筋计算结果的差异，而是按取大选配。

此过程对各墙钢筋标准层分别进行，钢筋层内的构件编号是连续的，但不同钢筋层之间

的构件编号没有直接关系，很可能不同层里同样编号的构件有着完全不同的形状和配筋。

五、墙梁选筋规则
1、墙梁箍筋

箍筋面积根据设计模块给出的计算面积选取(连梁箍筋只有一种间距，所以取设计模

块给的 9 个截面中的大值)，并需满足规范构造。

选箍筋时使用的间距从间距库中选择并保证间距能被 5 整除，直径从直径库中选择。

如果库中选不到就忽略选筋库重新选择。

墙梁箍筋等级按照前处理或建模中的输入的梁箍筋等级确定。如果楼层参数中输入

的钢筋等级为 HPB300 或 HPB235，且选出的箍筋直径大于等于 12mm，则软件会按墙

施工图模块中的参数“12mm 及以上箍筋、分布筋等级”重新确定箍筋等级。

2、墙梁纵筋

选择方法基本同框架梁，也是根据给定面积选直径根数，尽量保证直径不大于 25,

根数不多于 2 排且保证纵筋间距在合理范围。但有以下区别：

（1）上下筋均为通长，没有支座负筋截断等情况。

（2）连梁内定优选直径为 20。

（3）用户指定为对称配筋的连梁或有斜筋的连梁，程序保证上下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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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高比不大于 1.5 的连梁最小配筋率按《高规》7.2.24 取用，大于 1.5 的按《混

规》11.3.6-1 采用，连梁不执行《混规》11.3.6.2 条

（5）最小直径的限制与普通梁略有不同，基本规则也是从《混规》11.3.7 来的：一、

二级 14mm，其他 12mm，但有以下三点不同：有斜筋时直径不小于 14mm；为避免纵

筋直径限制箍筋间距(参见《混规》表 11.3.6-2)，程序对梁高不小于 400mm 的一级抗震

连梁取最小纵筋直径为 16mm；对 8@150 的箍筋能满足计算及构造要求的连梁，尽量选

择直径 18mm 或以上的纵筋。

3、墙梁腰筋

跨高比不大于 2.5 的连梁，腰筋配筋率不小于 0.3% (高规 7.2.7.4)，其他连梁，配筋

率不小于 0.2%(混规 9.2.13)；

腰筋直径任何情况下不小于 8mm。筒中筒连梁腰筋不小于 10@200(高规 9.3.7.3)，

梁高不小于 600mm 的抗震连梁腰筋不小于 10@200；

梁高不小于 700mm 的非抗震连梁腰筋不小于 8@200（高规 7.2.27.4）；

如果与梁相邻的墙身水平筋满足腰筋构造，则使用水平筋做腰筋，标注时不标腰筋。

4、墙梁斜筋

前处理中设置了斜筋类型的连梁，施工图会选择斜筋。应配斜筋的情况请参考《砼

规》第 11.7.10 条、《抗震规范》第 6.7.4 条、《高规》第 9.3.8 条；

具体选择条件是满足计算面积且单侧不小于 4 根 14(混规 11.7.10)

如果是对角暗撑，还要标注暗撑箍筋。暗撑箍筋取 8@150，等级与箍筋一致。(来自

高规 9.3.8.3，混规 11.7.11.2 中 6D 要求未考虑)

只要是设置了斜筋的剪力墙连梁，软件都会按上下对称的原则设计纵筋，所选出的

实配顶筋和实配底筋也总是相同。

5、关于分缝连梁

在设计模块中，给出每个子连梁的配筋面积。

施工图模块中, 根据子连梁计算结果，将计算结果取大，作为该梁的选筋依据。

标注时只标注主梁，但在构件尺寸一行加注子梁高度。形如 300x1500(子梁：500x3)

或 300x1500(子梁：5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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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墙梁归并

几何属性相等的连梁才可能归并为一组。几何属性包括: 梁高、梁宽、梁长、梁上皮

标高、分缝子梁数量及各子梁高度、斜筋类型、是否对称配筋。

几何属性相同的连梁，先选出实配钢筋，再根据配筋结果和归并系数进行归并。依

归并系数不同，有下列三种情况：归并系数为 0, 只有全部钢筋都相同才归并；归并系数

为 1，只要几何属性完全相同就归并；归并系数在 0 和 1 之间，比较下列项目：上筋、

下筋、箍筋、腰筋、斜筋，这些项目有一个不同就不往一起归并。

注：(Asmax-Asmin)/Asmin < Delta 算相同，其中 Asmax 是较大的实配钢筋面积，Asmin 是较小

的实配钢筋面积， Delta 是归并系数。

六、墙身选筋规则

1、普通墙身的选筋规则

墙身钢筋主要由水平分布筋、竖向分布筋和拉筋组成。墙身实配钢筋通常由配筋率

以及其他规范规定的构造控制，影响墙身选筋的具体因素有：

1）分布筋配筋率:

水平和竖向筋最终使用的配筋率均为构造和计算的大值，构造配筋率根据规范相关

规定确定，竖向筋的构造配筋率还要考虑在前处理里输入的竖向配筋率参数。水平筋的

计算配筋率主要由墙柱抗剪所需配筋面积确定。竖向筋计算配筋率通常为 0，如果墙身包

含未按边缘构件的墙柱端头，则在墙柱端头的压弯计算配筋将均摊到墙身作为墙身计算

配筋。

2）分布筋排数

软件根据《高规》7.2.3 条以及剪力墙厚度确定分布筋排数。400mm 及以下厚度的

墙，采用双排配筋；大于 400mm、但不大于 700mm 时，采用三排配筋；对厚度 700mm

及以上的超厚墙，软件的选筋规则为：厚度 700mm 以上不大于 900mm 的墙，四排配

筋；900mm以上不大于1200mm的五排配筋，大于1200mm的按各排钢筋中距200mm

确定排数。

3）分布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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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筋的最小直径为 8~10mm 不等，具体的规范条文在前面章节已经阐述。保证规

范构造要求的前提下，在直径库中选择，排在前面的直径更容易被选到(但直径库的优先

级不如间距库)。直径库中选不到的话会忽略直径库重选。

4）分布筋间距

分布筋的最大间距一般在保证规范构造要求的前提下，在间距库中选择，排在前面

的间距更容易被选到。间距库中选不到的话会忽略间距库重选。规范规定的最大间距在

300~150 不等，但默认的间距库中最大间距为 200mm。这主要是考虑 200mm 间距可以

满足绝大多数规范要求（仅有地下室外墙要求最大间距 150mm），加上长期以来多数结

构师都习惯于分布筋间距不大于 200mm。如果定额设计时经济指标限制比较严苛，可以

考虑在间距库中增加 300mm 及 250mm 的间距，以降低墙身的用钢量。选筋时软件基

本能够执行规范规定的各项要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高规》7.2.19 条：房屋顶层剪力

墙、长矩形平面房屋的楼梯间和电梯间剪力墙、端开间纵向剪力墙及端山墙的水平和竖

向分布钢筋间距均不应大于 200mm。此条目软件是变通实现的，可能漏掉长矩形平面房

屋端开间的内纵墙，如果间距库中有大于 200mm 的间距，应注意核查此处墙身选筋是

否满足规范。

5）拉筋

拉筋基本由构造控制，具体的规范条文请参见《高规》第 7.2.3 条，《人防规范》第

4.11.11 条。基本构造要求为拉筋直径不小于 6mm，拉筋间距不大于 600mm，人防墙

需配置间距不大于 500mm 的梅花拉筋。由于拉筋必须拉在水平分布筋与竖向分布筋的

交叉点处，因此软件选筋时自动保证拉筋间距是分布间距的整数倍。非人防墙也可自动

选择梅花拉筋，只需将墙身选筋参数中的“墙身拉筋缺省样式”由“双向”改为“梅花

双向”即可。同样间距条件下，梅花拉筋的用量比普通双向拉筋约多一倍。

6）钢筋等级

墙身分布钢筋的强度等级使用前处理或建模楼层参数中的墙分布筋级别。如果楼层

参数中输入的钢筋等级为 HPB300 或 HPB235，且选出的分布筋直径大于等于 12mm，

则软件会按墙施工图模块中的参数“12mm 及以上箍筋、分布筋等级”重新确定分布筋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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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筋等级由墙施工图模块中的参数“墙身拉筋等级”确定。用户可以选择“同水

平筋”、“同竖向筋”或任一固定的钢筋等级。软件默认为拉筋等级同水平筋等级。

2、兼做λ/2 区的墙身选筋规则

约束边缘构件的λ/2 区会占用掉墙身的一部分。如果λ/2 区的长度接近墙身长度甚至

比墙身长度还长，则用整个墙身来替代λ/2 区更方便一些，这样图面更整齐，施工时也不

容易出错。软件在形成边缘构件和墙身时会比较墙身长度与墙身上λ/2 区的长度，如果墙

身上扣除λ/2 区所余的净长度小于边缘构件归并距离或小于 200mm，则软件会取消原来

的λ/2 区设置，改用水平筋和拉筋满足λ/2 区所需的体积配箍率要求。

对兼起λ/2 区作用的墙身，软件一定确保所有水平筋和竖向筋的交叉点上都有拉筋拉

结，然后计算水平筋和拉筋在墙身中的体积配箍率，不满足配箍率要求的，软件会增大

拉筋或水平筋的直径来保证配箍率要求。软件自动选的拉筋直径不会大于水平筋直径。

如果墙身两侧的所需配箍特征值λ不同，软件按λ较大一侧的体积配箍率控制配筋。

3、有面外荷载的墙身选筋规则

有面外荷载的墙除需要满足普通墙的构造和计算要求外，还需要满足计算软件YJK-A

给出的面外设计结果。面外设计结果根据墙面外弯矩及轴力按压弯或拉弯构件算出，这

个面积由最靠近墙表皮的两排钢筋承担，多于 2 排配筋的墙身，墙中间的各排钢筋不参

与面外设计。

表皮钢筋的在计算模块和施工图模块中略有不同：计算模块中按墙左右皮给出结果，

即站在墙柱起始端望向终止端，左侧为左皮，右侧为右皮。施工图模块按内外皮给出配

筋，软件里的定义是如果墙只有一侧有厚度不为 0 的楼板，则无板一侧为外皮，有板一

侧为内皮；其他情况，墙左皮为外皮，右皮为内皮。

软件选筋时按照先满足表皮通长筋的面外设计要求，再满足配筋率设计要求，最后

选择非贯通筋的流程进行。

选表皮分布筋之前，首先根据选筋参数“允许生成非贯通筋的构件类型”、“水平

非贯通筋起配比例”、“竖向非贯通筋起配比例”来确定哪些位置需要配置非贯通筋。

表皮分布筋需要满足墙中心的面外计算配筋面积，还要满足对应位置墙边缘处不配非贯

通筋的面外计算配筋面积。确定好表皮筋计算面积后，根据选筋库、间距库及相关构造

要求选取合适的分布筋间距和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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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面外配筋要求初步确定表皮分布筋后，第二步是满足配筋率要求。墙身配筋率

仍然取计算配筋率与构造配筋率的大值，不过此时计算配筋率应为面内设计所需配筋和

面外设计所需配筋之和。如果墙身所需分布筋多于两排，则墙内部各排钢筋也在此步骤

选出。目前软件选筋策略为各排分布筋间距相同，但是直径可以不同。

最后在应该生成非贯通筋的墙身边缘位置生成非贯通筋。非贯通筋间距同相关表皮

通长分布筋，也就是说配置非贯通筋的区域分布筋实际间距只有墙身中心区域的一半。

直径根据边缘处所需的面外配筋确定，同时也需要满足规范规定的最小分布筋直径。

4、墙身的归并

自动选筋时，软件会先为每片墙身选择实配钢筋，然后比较墙身厚度、性质及实配

钢筋信息，将可以归并的墙身归并成一组，并取同样的名称。

两片墙身必须厚度与性质完全相同才能归并为一组。墙身的性质包括墙身的抗震等

级、材料强度等级、是否兼做λ/2 区、是否为地下室外墙、是否为人防墙、是否为筒仓水

池外墙、是否进行面外配筋设计等信息。墙身的长度和高度不作为归并时的比较依据。

厚度与性质完全相同的墙，还要进行实配钢筋比对。分布筋排数必须相同，两片墙

才可能归并。有非贯通筋的墙，同样位置必须都有非贯通筋（例如两片墙，一片有顶部

非贯通筋，另一片没有，则肯定不归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后，按归并系数对各类实

配钢筋进行面积比对，比对原则是如果满足：As,max –As,min <= δAs,max，认为两种

配筋相似。式中 As,max 表示较大的配筋面积，As,min 表示配筋面积。参与比对的实配

钢筋种类有：水平分布筋（外皮、内皮、内部）、竖向分布筋（外皮、内皮、内部）以

及非贯通分布筋（8 种非贯通筋只要有就参与比对）。上述种类的配筋按面积逐一比对，

有一种钢筋不相似，就算不能归并。

归并好的一组墙身按墙身类型分别编号。目前墙身的类型只有地下室外墙（默认前

缀 DWQ）和普通墙（默认前缀 Q）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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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剪力墙施工图应用实例
1、多节点边缘构件

图 5.4.13 多节点边缘构件

2、变截面丁字节点

图 5.4.14 变截面丁字节点

3、斜交墙

图 5.4.15 斜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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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极短墙肢

图 5.4.16 极短墙肢

5、弧形墙

图 5.4.17 弧形墙

6、边框柱

图 5.4.18 边框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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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9 边框柱二

7、水池墙设计详图

图 5.4.20 水池墙设计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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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筒仓墙设计详图

图 5.4.21 筒仓墙设计详图
9、地下室外墙非贯通筋的平法表示与剖面表示

图 5.4.22 地下室外墙非贯通筋的表示



第五章 剪力墙施工图

342

第五节 墙内构件编辑

一、墙柱

通过对话框方式对边缘构件名称、纵筋和箍筋的根数、直径、间距等进行修改。并

可以指定单参如纵筋间距、纵筋直径、箍筋直径、箍筋间距及箍筋样式进行自动选筋。

修改时，软件自动进行验算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并提示用户，还在状态窗口输出本次修改

后的纵筋和箍筋实配/计算比值。

图 5.5.1 墙柱编辑

图 5.5.2 状态窗口输出结果
二、墙梁

图 5.5.3 编辑连梁集中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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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话框方式可以对连梁的名称及连梁上的各种钢筋进行修改。对话框的内容会

根据修改后的结果实时更新，图面的标注也会实时更新。

在前处理模块中配置了斜筋或设置了对称配筋属性的连梁，程序自动生成的连梁配

筋总是上下对称的，但在交互修改时可以分别修改上下筋，程序不强制要求交互修改后

的实配钢筋也上下对称。

程序在选连梁腰筋时会首先判断相邻墙身的实配水平筋是否满足腰筋构造要求，如

果水平筋满足构造要求，则自动将水平分布筋作为连梁腰筋。水平筋作为腰筋时，不能

输入自定义的腰筋。

斜筋编辑框只有在设置了斜筋的连梁上才可用。该编辑框中输入的是单向对角斜筋

的规格，斜筋的根数必须为偶数，集中对角斜筋和对角暗撑斜筋的根数不能少于 4 根。

交叉斜筋的单组折线筋现在固定为单向对角斜筋的一半，不能独立修改。

暗撑箍筋编辑框在设置了对角暗撑斜筋的连梁中用于编辑暗撑箍筋，在设置了交叉

斜筋的连梁中用于编辑对角斜筋的端部拉筋，在设置了集中对角斜筋的连梁中不可用。

三、分布筋

图 5.5.3 编辑墙身分布筋集中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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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身分布筋编辑对话框如上图所示。用户可以在此修改墙身名称，还可以修改水平

分布筋、竖向分布筋、拉筋等基本钢筋信息。上述基本信息的编辑框都集中在对话框的

左半部分，多数情况下此对话框只显示左半部分，右半部分隐藏。

对话框右侧的一半用来编辑非贯通筋。因为不常用，所以右半部分通常处于隐藏状

态。点击左侧的“非贯通筋”按钮即可显示右半部分，再点一次隐藏。非贯通钢筋共有

八种: 起始端外皮水平非贯通筋 AsSO、终止端外皮水平非贯通筋 AsEO、起始端内皮水

平非贯通筋 AsSI、终止端内皮水平非贯通筋 AsEI；顶端外皮竖向非贯通筋 AsTO、顶端

内皮竖向非贯通筋 AsTI、底端内皮竖向非贯通筋 AsBO、底端内皮竖向非贯通筋 AsBI。

每种非贯通筋的规格和长度都可以随意修改。

非贯通筋只记录钢筋规格（即钢筋等级和直径），间距定死采用其对应的贯通筋间

距。因此在界面上，只允许用户修改非贯通筋的规格, 规格文本框后面的间距与贯通筋联

动，用户修改贯通筋间距后，非贯通筋后面的间距也会随之刷新。

非贯通筋与标题通长贯通筋的对应规则为AsSO与AsEO对应水平外皮分布筋H:SO，

AsSI 与 AsEI 对应水平内皮分布筋 H:SI，AsTO 与 AsBO 对应竖向外皮分布筋 V:SO，AsTI

与 AsBI 对应竖向内皮分布筋 V:SI。

钢筋规格及间距后面就是修改钢筋长度的文本框。此处的长度指钢筋从墙身支座边

缘向墙身内延伸的长度，单位是 mm。水平非贯通筋的支座边缘在面外墙的墙皮处，如

果墙身左右均有面外墙，则以内皮更靠里的为准。对于顶部非贯通筋，支座边缘指墙身

顶板下皮。对于底部非贯通筋，支座边缘指墙身底部的筏板或下层板的上皮。钢筋长度

默认值为 1500，此数值没有规范依据，用户应根据自己的设计修改钢筋长度。

长度在内部按表达式字符串存储，一般情况下显示具体值，修改长度时按表达式格

式显示， 用户除了可以输入定死的数字外，还可以自行输入想要的表达式。表达式由变

量、数字、四则运算符、函数等构成。

长度表达式支持的变量有两种：一为与墙身属性有关的，如果表达式中含这些变量，

则不同位置的钢筋长度可能不同，墙身属性相关的变量有：bhc（墙身保护层厚度）、

Hw（墙身的长度, 从起始支座内边缘到终止支座内边缘）、SupS（起始支座宽度, 即离

墙身起始点最近的面外墙厚）、SupE（终止支座宽度, 即离墙身终止点最近的面外墙厚）、

Hv（墙身高度，目前取层高）、fc（墙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二为与钢筋有关的,如果表

达式中含这些变量，则在非贯通筋规格修改后，长度也会随之联动更新，钢筋相关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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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D（钢筋直径）、la（锚固长度）、laE（抗震锚固长度）、ll（搭接长度）、llE

（抗震搭接长度）。

数字与变量可以用四则运算符、函数及圆括号连接组合。四则运算符为+（加）、-

（减）、*（乘）、/（除），注意不能省略运算符，例如 15D 是一个非法表达式，应写

为 15*D。表达式还支持函数，此处常用的函数有 max(a,b)（取 a,b 的较大值）、min(a,b)

（取a,b的较小值）、floor(a,m)（将a按m作为模数向下取整, 例如floor(199,5) = 195）、

ceil(a,m) （将 a 按 m 作为模数向上取整, 例如 ceil (191,5) = 195）、 round(a,m) （将

a 按 m 作为模数四舍五入，例如 round(192,5)=190，round(193,5) =195）；也支持其

他函数如三角函数、取对数等，但是在此场景下不常用。输入的长度表达式不合法时，

表达式恢复原值,并在提示区给出提示。修改长度时可以将表达式置空，置空表示按照参

数走，各种非贯通筋的缺省长度均在“墙身选筋参数”页中，具体如下：

图 5.5.4 非贯通筋缺省长度
四、墙柱尺寸
1、修改墙柱尺寸

图 5.5.5 墙柱尺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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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话框的方式修改边缘构件的肢长，或者直接在图中按照箭头的方向拖动来修

改其轮廓，轮廓修改完后程序会自定按照最新的轮廓重新选筋。

2、拆分合并墙柱

在墙柱编辑菜单下增加边缘构件的合并拆分功能，菜单设置如下图所示：

执行该命令后命令行提示如下图所示：

当选中的是边缘构件时，程序会自动判断该边缘构件对应鼠标点取的墙肢是否满足

拆分条件，如果满足则拆分成按照规范确定的边缘构件尺寸加中间的墙身两部分（如下

图所示），如果不满足拆分条件则不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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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中的是墙身时，程序会提示是否将墙身两端的边缘构件进行合并：

五、重选钢筋

1、同时对所有构件进行钢筋重选

修改过选筋参数后执行该命令时，可以实现对所有墙柱、墙梁、墙身构件的钢筋重

选，但是图面的其他内容都保留，包括标注位置、修改后的编号、底图等。

2、单种构件的钢筋重选

除了对所有构件钢筋同时重选之外，还可以通过各类构件菜单下的“重配***筋”实

现对该构件的钢筋重选，其他类构件的钢筋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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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楼层复制

相同位置的竖向构件编号及配筋均可实现层间复制，可以支持墙身、墙梁、墙柱多

种构件的层间复制。执行该命令后使用围区的方式选择要被复制的构件，然后命令行提

示“请输入复制目标楼层（但数字表示指定层，1-N 表示 1 到 N 层，0 表示全楼，Esc

取消）”输入目标楼层。结束层间复制后的图面变化如下图所示：

七、三维

此菜单下增加了绘制钢筋三维图的功能，便于用户直观的观察钢筋布置是否合理。

图 5.5.7 墙三维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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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图表

对于“列表注写”模式，通常需将相关表格插入图形。“截面注写”方式也需要画

出“层高表”。

点击菜单中相应命令后，按程序提示移动鼠标，可看到随光标移动，图形区出现表

格的示意。到适当位置按左键，以确定该表格最终的画出位置。

图 5.6.1 列表注写菜单
一、墙梁表

图 5.6.2 墙梁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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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3 墙梁表示例

此命令以表格形式显示本层各连梁尺寸及配筋。一般在“列表注写”方式下使用。

插入墙梁表的界面如图 5.6.2 所示，从左侧勾选需要在表格中绘制的墙梁，从右侧勾选表

格中要绘制的项目。除了各种实配钢筋外，还可插入钢筋计算面积、实配面积等计算信

息。

二、墙身表

图 5.6.4 墙身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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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5 墙身表示例

此命令以表格形式显示本层各墙身尺寸及配筋。一般在“列表注写”方式下使用。

插入墙身表的界面如图 5.6.4 所示，从左侧勾选需要在表格中绘制的墙身，从右侧勾选表

格中要绘制的项目。除了各种实配钢筋外，还可插入分布筋计算配筋率、实际配筋率等

计算信息。

三、墙柱表

图 5.6.6 墙柱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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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7 墙柱表示例

此命令以表格形式显示本层各边缘构件的形状及配筋样式。一般在“列表注写”方

式下使用。插入墙柱表的界面如图 5.6.7 所示，首先在对话框的表格中选取要画的大样，

并再到图形区指定布置大样的范围。程序将根据用户的选择在指定位置画出所选各墙柱

大样。大样的比例在“参数设置→绘图参数”中设定。如对这一参数进行修改则会对以

后画出的图形有影响而不改变已有的大样。

墙柱表右侧可以勾选表格中要绘制的项目。除了各种实配钢筋外，还可插入分布筋

计算配筋率、实际配筋率等计算信息。另外还有一个“配筋状态”条目，如果勾选了此

项，可以对表格中绘制的边缘构件的配筋状态进行检查。如果一切正常，此条目中会显

示 OK；如果边缘构件阴影区的纵筋实配比小于 1.0 或大于 1.4、箍筋实配比小于 1.0 或

大于 1.6，此条目中将会输出蓝色字体的“实配比疑似异常！”提示用户；如果箍筋形状

是否明显在边缘构件轮廓外，则输出蓝色字体的“箍筋形状疑似异常！”提示用户。

四、剖面图

图 5.6.8 剖面图绘图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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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施工图中除了平法标注的一些信息外，还需要结合剖面图补充表示一些墙面外配

筋或者非贯通筋的布置，此时可以通过剖面图菜单来实现，第一项为水池侧墙的剖面图

绘制；第二项为筒仓侧墙的剖面图绘制；第三项为有面外荷载的墙非贯通筋的剖面表示。

详图绘制样式详见第四节第七部分的介绍。

第七节 图形文件管理

墙施工图程序生成的最终图纸（*.Dwy 格式）均位于工程文件夹下的“施工图”子

文件夹内。墙施工图文件文件名称默认以 WallT（列表注写图）、WallS（截面注写图）

或 WallP（平面整体注写图）开头，后跟自然层号，例如 WallT01.dwy、WallS2.dwy、

WallP13.dwy 等。

图 5.7.1 绘图菜单

一、绘新图与打开旧图

刚刚切换到墙施工图模块时，图面为空白状态，多数的命令也处于禁用状态。此时

需要用户使用“绘新图”或“打开旧图”命令打开一张墙施工图图纸才能继续使用墙施

工图模块的全部功能。

“绘新图”命令中，程序提供下列可选方式：

图 5.7.2 绘新图方式选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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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归并并绘制新图：重新读入本钢筋标准层的计算结果、为本钢筋标准层的全部

墙梁、墙身、墙柱重新归并分组选筋，然后绘制本自然层的施工图。

由现有配筋结果绘制新图：则不重新读入计算结果，不重新归并分组，保留用户编

辑的改名、改筋等操作，只是重新绘制图面，此时移动过的标注将恢复到原来位置，原

来插入的表格、标注等元素也被清除。

刷新当前平法图：刷新平法图是指对底图的更新，即用户修改底图绘图相关参数（比

如图层、绘制构件开关等）后，执行该命令可以实现只绘制底图，而保留用户图面上的

其他修改。

绘制局部平法图：在前三种操作得到的平法图基础上，按照用户围区的平面范围，

对部分平面进行单独的平法图绘制。

“绘新图”命令根据上张图纸的表达方式确定新图采用何种表达方式。如果上张图

是列表注写图，则绘制的新图也使用列表注写方式，如果上张图是截面注写图，则绘制

的新图也使用截面注写方式。如果是刚进入墙施工图模块，图面还是空白状态，则“绘

新图”命令会按用户指定的默认表达方式来绘制新图。默认表达方式可以在墙施工图参

数的“通用参数”页中指定。

在图面是空白状态时，如果“施工图”目录下有当前层对应的墙施工图，则用户还

可以选择点击“打开旧图”按钮，打开这张旧图继续编辑。如果当前层有多张旧图可以

打开，程序会根据“墙施工图默认画法”参数，优先打开指定表达方式的那张旧图。旧

图一旦被打开，“打开旧图”按钮就被隐藏起来了，因为多次打开同一旧图并没有意义。

当用户切换楼层时，软件会根据当前图面的状态来判断该进行何种操作。如果当前

图面为空白，切换楼层后图面依然空白；如果当前有一张施工图被打开，则软件会记录

此图的表达方式，然后查找施工图目录下有没有新楼层所对应的特定表达方式的施工图，

如果有，则打开；如果没有，则使用此表达方式为新切换的楼层绘制一张新图。

二、批量出图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批量绘制墙施工图，同时用户可选择批量生成 dwg、PDF 文

件，交互操作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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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量出图时增加“编号竖向一致”的选项。从施工角度，同一位置边缘构件尽量

采用同一编号；该功能主要针对不同钢筋层情况下使用，实现不同钢筋层竖向相同位置

的边缘构件编号一致。

图 5.7.3 批量出图

三、画法切换

画法切换用于修改施工图的表达方式。该菜单有四个按钮，分别对应墙施工图的四

种表达方式。点击需要的表达方式，即可完成切换。如果点击当前图的表达方式，则什

么都不会发生。

执行画法切换时，实际是在切换当前打开的 dwy 图。如果有此前的绘图，将打开当

前状态下的该旧图；如果没有旧图，将根据当前配筋信息自动绘制一张特定表达方式的

墙施工图并打开以供用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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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量导出 DWG 文件

用户使用 YJK 施工图软件生成施工图纸后，可以选择批量导出为 DWG 文件，利用

第三方软件进行后续调整和出图。

首先在用户界面最左下端点击菜单“批量导出 DWG 文件”

图 5.7.4 批量导出 DWG 文件命令

弹出对话框，选择工程目录下的施工图子目录，该目录显示了用户已经生成的 YJK

软件的施工图文件 dwy，选择要导出 DWG 的文件进行转换。

图 5.7.5 选择要导出 YJK 文件对话框

软件执行转换后，工程目录下的施工图子目录下生成了导出的 DWG 文件，用户可以

施工第三方 CAD 软件进行编辑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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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6 导出的 DWG 文件存放位置

第八节 辅助功能

一、查找构件

执行【墙施工图】【查找构件】命令时，左侧弹出本钢筋层的全部构件列表。用户

可以单击列表中的边缘构件名称，图面中将用框圈出该构件并放大显示；执行该命令后，

用户还可以在图面中直接单击边缘构件，列表中将展开该组边缘构件的全部构件。

可用此功能搜索指定名称的构件，然后选定适当的标注位置做“标注换位”，使图

面文字布置尽量均匀。

图 5.8.1 查找构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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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件标注
1、移动标注

可用于调整图面文字布置。在点取引出的墙内构件配筋或名称文字后，可看到该文

字随光标移动，点左键确认移动结果。

可移动标注的内容包括：文字、尺寸标注、箍筋的层次示意图以及墙柱表中的相关

内容。

2、标注换位

在“截面注写”方式或“平面整体”方式的施工图中，可在多个同名的构件中指定

选取哪一个做详细注写。

对于标准号相同的（尺寸和配筋完全一样而且同名的）多个构件，程序在平面图中

只选一个详细写出各种尺寸、配筋数据，其余只标构件名。如果希望标注的位置与程序

选择的不同，可使用此功能。点选要详细注写的构件名，程序将注写内容及详图标注于

指定的构件位置。

可用此命令调整图面布置，使各部分图形疏略适中。

3、删除标注

可删除多余的构件标注内容，包括该构件的配筋示意。点选不需要的文字标注，程

序将成组的文字和引出线一同删去。

三、配筋面积显示

程序中提供三种配筋结果的查看方式，以便使用者检查配筋结果、调整配筋量。

1、墙柱墙梁计算面积

墙柱墙梁计算结果为按照钢筋层归并后的剪力墙配筋计算面积，显示效果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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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缘构件计算面积

边缘构件计算面积与上部结构输出的“边缘构件”计算结果一致，显示效果如下图

所示：

3、配筋面积显示

“配筋面积显示”指上部结构计算软件 YJK-A 对工程做整体分析后所得的结果、实

配结果为施工图实际选配钢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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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墙柱、墙梁、墙身的配筋面积显示和清除集中在一个菜单中，见图示。用户

勾选要显示的内容，点击“应用”按钮即可将勾选的内容显示在图面上。关闭该对话框，

软件自动清除配筋面积显示内容。一些命令，如切换楼层、墙身裂缝计算等，会自动关

闭当前的配筋面积显示对话框。

图 5.8.2 配筋面积显示选项

对话框中各项目具体含义如下：
1）墙柱计算信息

纵筋计算面积（归并前）：边缘构件或边框柱按计算所需的纵筋配筋面积，不含构

造要求。如果是矩形纯边框柱，还会显示柱子 B 边 H 边纵筋计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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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筋构造面积：根据规范要求的最小配筋率及最小直径和最少根数计算得到的构造

面积。

纵筋计算面积（归并后）：计算面积和构造面积的大值，如果一组同名边缘构件包

含多个边缘构件，则取多个边缘构件中数值最大的一个。

纵筋实配面积（配筋率）：边缘实配纵筋的配筋面积及配筋率。如果不满足计算面

积或构造面积的要求，则显示红色；如果边缘构件纵筋由计算控制，则此数值显示黄色。

如果是矩形纯边框柱，还会显示柱子 B 边 H 边的纵筋实配面积。

纵筋实配与计算比：纵筋实配面积与计算面积（归并后）的比值。小于 1 的显示红

色。如果此数值过大，说明配筋不经济。

箍筋设计配筋率：按构造要求的最小体积配箍率。

箍筋实际配筋率：按照实际配筋计算的边缘构件体积配箍率。

箍筋实配与计算比：实际配筋率与计算配筋率之比。
2）墙梁计算信息

上筋计算面积（归并前）：考虑弯矩和轴力作用下墙梁上皮所需的配筋面积，沿梁

长方向各截面取大值。

上筋计算面积（归并后）：上筋计算配筋面积和构造要求的配筋面积取大值。如果

一组同名墙梁包含多个墙梁构件，则取其中数值最大的一个。

上筋实配面积：根据实配钢筋算出的上筋面积，实配不满足计算要求的显示红色。

上筋实配与计算比：上筋实配面积与计算面积（归并后）之比，小于 1 的显示红色。

下筋计算面积（归并前）：考虑弯矩和轴力作用下墙梁下皮所需的配筋面积，沿梁

长方向各截面取大值。

下筋计算面积（归并后）：下筋计算配筋面积和构造要求的配筋面积取大值。如果

一组同名墙梁包含多个墙梁构件，则取其中数值最大的一个。

下筋实配面积：根据实配钢筋算出的上筋面积，实配不满足计算要求的显示红色。

下筋实配与计算比：下筋实配面积与计算面积（归并后）之比，小于 1 的显示红色。

箍筋计算面积（归并后）：抗剪所需箍筋计算面积与构造所需配箍面积的大值。如

果一组同名墙梁包含多个，则取其中数值最大的一个。此处显示的是一个配筋间距单位

内所需的配箍面积，配筋间距单位即在前处理参数中的“梁箍筋间距”，默认值为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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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筋实配面积：根据实配箍筋算得的一个配筋间距单位内的箍筋总面积，不满足计

算或构造要求的显示红色。

斜筋计算面积（归并前）：如果前处理里选择了墙梁斜筋类型（交叉斜筋、集中对

角斜筋或交叉暗撑），此处显示计算所需的斜筋面积。注意斜筋计算和配置都是两个方

向（左上到右下、右上到左下）对称的，因此计算面积和实配面积都是显示的单侧的配

筋面积。

斜筋计算面积（归并后）：斜筋计算面积与根据最小根数最小直径等构造要求确定

的构造斜筋面积之间的大值。如果一组同名墙梁包含多个墙梁构件，则取其中数值最大

的一个。

斜筋实配面积：单侧实配斜筋的面积。如果不满足计算或构造要求，此数值显示红

色。

墙梁跨高比：墙梁净跨与高度之比。由于墙梁跨高比 1.5 以上与 1.5 以下的构造有区

别，故而提供此参数便于核查。
3）墙身计算信息

ρsh: 水平筋构造配筋率(%)：按规范规定的构造配筋率，墙身符合多个规范条目时，

显示最大的构造配筋率。对于当做边缘构件λ/2 区使用的墙身，此处不不包含λ/2 的体积

配箍率。

ρch: 水平筋计算配筋率(%)：计算所需的配筋率，水平筋主要是墙身抗剪所需配筋。

此处未考虑面外荷载所需计算配筋。

ρh: 水平筋实际配筋率(%)：使用实际墙身水平筋计算的配筋率，不考虑非贯通筋，

不考虑拉筋。多排钢筋时计入墙身内部各排的分布筋。实际配筋率小于构造配筋率或计

算配筋率时，此条目显红。

λv: λ/2 区最小配箍特征值：当做边缘构件λ/2 区使用的墙身才会显示此条目。显示

的值为相邻边缘构件所需构造体积配箍率λv,em 的一半。

λv: λ/2 区实际配箍特征值：当做边缘构件λ/2 区使用的墙身才会显示此条目。根据

水平筋及拉筋的实际等级、直径、间距以及墙身混凝土强度计算实际配箍特征值。小于

最小配箍特征值时, 此条目显红。配箍特征值不满足要求的时候，可用增加拉筋的方式使

其满足。



第五章 剪力墙施工图

363

ρsv: 竖向筋构造配筋率：按规范规定的构造配筋率，墙身符合多个规范条目时，显

示最大的构造配筋率。如果用户输入的墙竖向筋配筋率大于规范的构造配筋率，则以用

户输入的配筋率为准。

ρcv: 竖向筋计算配筋率：竖向筋的计算配筋率。主要来源是当墙身跨越多个墙柱时，

落在墙身中间的墙柱端部的计算配筋面积并没有边缘构件实配纵筋承担，所以这部分钢

筋在实配时改沿墙身全长均匀布置。此处未考虑面外筋所需计算配筋。

ρv: 竖向筋实际配筋率：使用实际墙身水平筋计算的配筋率，不考虑非贯通筋，不

考虑拉筋。多排钢筋时计入墙身内部各排的分布筋。实际配筋率小于构造配筋率或计算

配筋率时，此条目显红。

AsH: 面外设计配筋(水平通长,mm2/m)：满足面外荷载要求所需的水平筋计算值，

墙身无面外荷载时此条目不显示。其显示格式是(AsH: Aso/Asi/Asa)，其中 Aso 是墙身跨

中位置外皮荷载所需的配筋面积，外皮水平筋 HSO 不得小于此数值；Asi 是墙身跨中内

皮荷载所需的配筋面积，内皮水平筋 HSI 不得小于此数值；Asa 是考虑面外配筋的每延

米设计配筋面积，其计算公式为 Asa =max(Aso+Asi+Asc，As,struct)，其中 Asc 为根据

计算配筋率ρch 算得的每延米配筋面积，As,struct 为构造配筋率。

AsH: 面外实际配筋(水平通长,mm2/m)：每延米的水平筋实配钢筋面积，墙身无面

外荷载时此条目不显示。其显示格式是 AsH: Aso/Asi/Asa，其中 Aso 是外皮水平筋的配

筋面积，Asi 是内皮水平筋的配筋面积，Asa 是水平筋的总配筋面积，钢筋为 2 排时，Asa

= Aso+Asi；钢筋多于 2 排时，还需要叠加墙身内部筋 H:IN 的配筋面积。三个数有一个

小于计算值，此条目即显红。

AsV: 面外设计配筋(竖向通长,mm2/m)

AsV: 面外实际配筋(竖向通长,mm2/m)

这两个条目与上两个条目类似，不过是竖向筋的。参见 AsH 的说明。

AsS: 面外设计配筋(水平起始端,mm2/m)

AsS: 面外实际配筋(水平起始端,mm2/m)

AsE: 面外设计配筋(水平终止端,mm2/m)

AsE: 面外实际配筋(水平终止端,m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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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 面外设计配筋(竖向顶端,mm2/m)

AsT: 面外实际配筋(竖向顶端,mm2/m)

AsB: 面外设计配筋(竖向底端,mm2/m)

AsB: 面外实际配筋(竖向底端,mm2/m)

面外非贯通筋的显示格式同面外贯通筋。只有在支座处计算配筋面积大于跨中的计

算配筋面积或支座处有实配的非贯通筋时，才会显示这些条目。四组非贯通筋各自独立。

四、配筋校审

在钢筋校审对话框中有“校审报告”按钮。在校审结束后点击此按钮，可将本次的

校审结果保存成文本文件，便于用户归档保存。

五、裂缝计算

“裂缝计算”命令可以计算并查询有面外荷载的墙身的裂缝。墙身裂缝分两个方向

计算，分别以水平筋和竖向筋做为受力钢筋。墙身裂缝是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

作用影响计算的，套用了《混规》(GB 50010－2010)7.1.1 的相关公式，可考虑偏压、偏

拉、纯弯、纯拉等各种情况。计算裂缝时的内力从墙身配筋控制点（即面外配筋计算面

积最大的墙单元）选取。计算裂缝时考虑的内力工况包括恒载、活载、侧土压力、侧水

压力。其中恒载、侧土压力的准永久值系数取 1.0；活载准永久值系数计算参数中读取，

具体的位置是“前处理及计算菜单”的“计算参数”对话框中的“荷载组合”页；水压

力准永久系数由用户填写，默认值为 1.0。

墙身面外设计有 12 个不同的配筋控制点，墙身裂缝也有 12 个不同的计算位置。加

上内外皮、横竖向共四个最大裂缝，墙身裂缝最多有 16 个不同的显示条目。多数情况下

同一墙身只有一部分条目有计算结果，其他条目裂缝计算值为 0。为了简化显示，平面图

上会忽略掉裂缝为 0 的条目。

想要详细了解某一墙身上裂缝的计算过程，可以点击“计算书”按钮后选择墙身。

弹出的文本文件包含此墙身在各个设计位置的裂缝计算过程及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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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3 裂缝计算菜单

六、墙钢筋用量统计

软件对本层的剪力墙钢筋用量统计，并输出到文本文件，方便用户进行选筋方案对

比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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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4 剪力墙钢筋用量统计

七、读 AutoCAD 图

读入 AutoCAD 墙平法施工图上的实配钢筋信息，保存为 YJK 的钢筋数据，在 YJK

中实现施工图钢筋校审、钢筋用量统计、三维钢筋显示、弹塑性分析采用实配钢筋等工

作内容，还可用于鉴定加固改造项目中实配钢筋的读入，以及将三维钢筋数据导入到

Revit 等软件。

读取 Autocad 图有两种实现方式：

1．直接导图操作步骤

1）导入钢筋

点击菜单”读 AutoCAD 图”，弹出导入钢筋对话框，打开 DWG 图纸文件，设置基

点，图层选择(选择要导入的钢筋标注)，导入钢筋。当 DWG 图纸较大，内容较多时，使

用 ，选择部分图形导入，剔除其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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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5 选择 Autocad 图纸中相应的标注图层

2）钢筋标注识别关联

平面图中钢筋编号、配筋信息可通过自动识别来获得，个别未识别部分可人工交互

指定。图面中的墙柱表、墙梁表、墙身表需依次框选表格进行指定。

图 5.8.6 钢筋标注识别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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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衬图识图操作步骤

1）在当前平面中插入衬图

在当前平面中插入衬图，将衬图文件与软件生成的底图进行对位。

2）导入钢筋

执行读取 Autocad 图功能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左侧屏幕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从

平面衬图中直接选择标注图素所在的图层或者图素，选择完成后点击“导入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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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筋标注识别关联

与直接导图操作步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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