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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装配式结构设计软件 YJK-AMCS，是在 YJK 的结构设计软件的基础上，针对装配式

结构的特点，依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及《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连

接节点构造》G310-1～2 图集等，利用 BIM 技术开发而成的专业应用软件，旨在满足装

配式结构的设计、生产、施工单位不同需求。

软件提供了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脱模、运输、吊装过程中的单构件验算，整体结构分

析及相关内力调整、 构件及连接设计功能。可实现三维构件拆分、施工图及详图设计、

构件加工图、材料清单、多专业协同、构件预拼装、施工模拟与碰撞检查、构件库建立，

与工厂生产管理系统集成，预制构件信息和数字机床自动生产线的对接。

设计单位利用该软件可完成装配式建筑的结构设计、深化设计。构件加工、安装企

业利用该软件可完成构件深化设计、企业构件库建立，实现预制构件信息和数字机床自

动生产线的对接，实现施工过程模拟，同时实现与现有系统的集成。工程总包单位可利

用 BIM 平台实现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解决方案。

1.1 装配式设计要点

YJK-AMCS 在 YJK 的上部结构建模、计算模块功能的基础上，扩充钢筋混凝土预制

构件的指定、预制构件的相关计算、预制构件的布置图和大样详图的绘制等工作。

预制构件的类型有钢筋混凝土预制叠合楼板、预制柱、预制梁、预制剪力墙、预制

楼梯、预制阳台、预制空调板和预制外挂板、填充墙等。

软件按照《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为主要参考规范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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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还参照《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连接节点构造》G310-1～2、《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

板-60mm 厚底板》15G366-1、《预制混凝土剪力墙外墙板》15G365-1、《预制混凝土

剪力墙内墙板》15G365-2 等标准图集进行编制。

1.2 YJK 装配式结构设计的特点

1、可进行装配式结构全流程设计

YJK 装配式设计软件集成于用户广泛使用的 YJK 结构设计程序下，在方便用户使用

的同时做到了全流程设计，设计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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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化设计效率高

YJK 在既有的结构设计软件中嵌入装配式设计的内容，使用上手快。

YJK 在建模阶段指定预制构件，可对楼板指定为预制叠合楼板，可对柱、梁和剪力

墙指定预制属性，可对楼梯指定预制属性，可对布置预制阳台和预制空调板，可对外挂

板、隔墙、填充墙指定预制属性。

可在指定预制构件后即时进行预制率的统计，统计规则可按照最新国标《装配式建

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上海市标准、河南省标准、江苏省标准等进行。

上部结构计算自动接力结构构件的预制属性，并在结构计算中自动考虑规范对装配

式结构和构件的各项要求。

建模指定预制构件和上部结构计算的相关功能可完全满足装配式建筑初步设计阶段

的各项要求。

在详细设计阶段，每一类预制构件的拆分与合并都是根据结构布置情况智能地进行，

自动设计效率高，人工干预方便。

如叠合楼板在建模的楼板布置菜单下通过叠合板菜单进行预制板的布置和修改，可

自动完成房间排块和人工干预。在楼板施工图菜单下进行叠合楼板的配筋计算和施工图

设计。在叠合板详图中，可以考虑楼板开洞、角部和柱相交的缺角、桁架钢筋多种布置

方式等各种情况。

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剪力墙的施工详图的广度深度已经经过多项实际工程验证。

所有预制构件详图的参数放开，用户可方便修改。预制外墙可带保温板和外叶板，对于

带拐角预制墙、带凸窗预制墙等特殊情况的详图也可绘制。还给出套筒平面布置图。对

预制构件提供带钢筋的三维图形，方便进行钢筋碰撞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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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楼梯的布置和普通楼梯相同，在建模菜单下通过楼梯布置菜单，与普通楼梯的

布置方式相同。在楼梯施工图菜单下设置了预制楼梯相关菜单，使用预制楼梯相关菜单

即可实现预制楼梯的各类施工图绘制，包括预制楼梯平面布置图、楼梯剖面图、楼梯板

配筋详图等。

软件对预制构件还进行了施工阶段验算、接缝验算、吊装、脱模验算等，给出了详

细的计算书。

3、支持全面的构件种类，提供便捷的拆分方式、可进行多专业协同建模

YJK 装配式设计软件支持丰富的预制构件种类绘制，包括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墙、

预制填充墙、预制阳台、预制空调板、桁架钢筋式叠合板、PK 预应力板、双 T 板、预制

楼梯。

提供了详细的拆分布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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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转专业协同的建模方式，可链接电器专业的模型实现预留预埋的快速设计。

4、提供全面准确的装配式结构设计、验算细节

YJK 装配式设计软件将装配式设计嵌入通用设计流程，严格执行各规范要求，输出

各项指标统计及验算结果。

可输出预制墙承担的规定水平力剪力统计结果；可进行预制梁端、预制柱底和预制

墙底接缝处抗剪验算，叠合板脱模、吊装验算，预制墙、预制柱、预制梁吊装验算，预

制墙支撑验算，预制楼梯吊装、脱模验算，并提供详细的计算书；可进行多地标准下的

装配率统计计算。

5、可真实还原预制构件的三维显示

所有预制构件都可进行三维显示，提供单构件、本层三维以及全楼三维的显示，三

维表达细腻丰富，钢筋表现准确精细。同时还提供预制构件安装动画的设置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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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递进式的深化设计流程，可快速完成预制构件的深化设计

YJK 装配式设计软件采用递进式的深化设计方案，提供丰富的深化设计手段和参数。

7、基于 YJK 族，提供丰富的预制构件深化设计编辑参数

YJK 装配式设计软件基于 YJK 族，提供单构件深化设计三维编辑功能，包含丰富的

细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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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丰富的施工图绘制内容

预制构件种类全面，可进行预制叠合板、预制墙、装配式叠合剪力墙、预制柱、预

制梁、预制空调板、预制阳台板、预制楼梯、预制填充墙、预制外挂板的设计与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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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支持脱离结构模型新建绘制预制构件详图的功能

软件提供了脱离结构模型新建绘制预制构件详图的功能，可进行叠合板、预制墙的

详图新建绘制。该功能可不依赖结构模型快速完成单个预制构件的详图设计，丰富了软

件使用场景，提高了详图绘制效率，同时新建的的详图数据可导出构件加工企业所需的

数据文件格式、编码信息等。

10、YJK 预制构件可以全部导入 Revit 和 Tek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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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YJK-AMCS 可读取电气专业 CAD 图纸中的线盒布置信息

YJK-AMCS 可读取电气专业的线盒布置图等 CAD 图纸中的线盒布置信息，在叠合板

上完成线盒预埋件的导入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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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YJK-AMCS 可读入 Revit 机电软件布置的开洞、接线盒等信息

YJK-AMCS 可读取 Revit 模型中的接线盒、开洞等信息，在预制墙或叠合板上完成预

埋件或开洞的导入布置。

1.3 接力预制构件加工和装配式建筑施工

1、给出预制构件明细表

预制内墙、预制叠合板、预制梁、预制柱可以分别统计混凝土方量、钢筋重量；预

制外墙可分别统计外叶墙混凝土方量、不同规格钢筋重量、保温板体积、聚苯板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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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直径孔洞数量、线盒数量、斜支撑埋件数量、吊钉数量，内叶墙混凝土方量、不同

钢筋重量。

明细表可以输出成 Excel 的制式表格。

2、可按照企业规则自动生成构件编号和物料编码

可按照企业提出的规则，由软件对各种类别的预制构件自动生成构件的编号，其中

所含的物料编码也是按照企业规则自动给出。

对预制构件可给出详细 BOM 清单，BOM 清单格式及原材料物料编码都按照企业相

关要求自动给出。

3、预制构件信息和数字机床自动生产线的对接（提供 PXML、Unitechnik 格式预制构件
数据文件）

可以按照加工预制构件的数字机床生产线的要求，写出数据接口，从而把预制构件

加工生产任务输入到数字机床生产线，驱动生产线实现自动加工生产。

目前盈建科可将预制构件数据转换成 PXML、Unitechnik 格式的预制构件数据文件，

与自动生产线对接指导预制构件生产。

4、和德国软件 PlanBar 接口

应用户要求，YJK 开发了与 PlanBar 的接口，在 YJK 中生成的所有预制构件可以转

化到 PlanBar 软件中。

5、方便预制构件生产加工企业快速导入设计图纸

YJK 提供了多种读 AutoCAD 的 Dwg 格式文件转化模型的功能，对于生产预制构件

的加工厂，可以把预制装配式建筑的各类设计图纸快速导入到 YJK 装配式设计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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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入 Dwg 格式的结构平面布置图转化成各层平面布置

在建模的模型荷载输入时，可通过导入 Dwg 菜单，读入已有的结构平面布置图，读

入它的轴线布置、梁柱墙等构件布置。

2）读入平法钢筋图的配筋信息

可在 YJK 的梁平法施工图菜单，读入已有的梁平法施工图，读入设计图纸上的梁的

实际钢筋配置，大大减少梁钢筋的输入工作。

还可在 YJK 的剪力墙施工图菜单读入已有的剪力墙平法施工图，读入设计图纸上的

剪力墙的实际钢筋配置，大大减少剪力墙钢筋的输入工作。

3）读取电气、水暖专业 Dwg 平面图上的灯具布置信息生成预埋件布置信息

通过楼板布置下的“读取预埋件” 菜单，导入其它专业（电气、水暖）DWG 平面

图，读取其上的预埋件布置信息，生成叠合板上的接线盒等埋件布置。

4）利用 YJK 建模工具方便快速地建模。

6、使用 YJK 装配式设计功能快速完成预制构件加工详图

有的加工单位手工绘制各类预制构件的加工详图，工作量很大，而 YJK 装配式设计

软件本身可完成各种预制构件的施工详图，因此配合上述图纸翻模，接力 YJK 后续的结

构计算、配筋计算和详图设计，可以快速完成预制构件加工详图。

7、构建企业的装配式预制构件库

YJK 对各类预制构件提供了丰富的参数控制，还可根据企业要求扩充建立企业的构

件库、附件库、节点大样库、项目库等数据库。对常用构件及附件参数化，不常见的自

定义化，并提供使用者能自己建立参数化构件的能力。

数据库可布置在企业服务器上，并由企业自主进行维护及更新。

8、BIM 平台上实现预制构件三维施工模拟与碰撞检查

YJK 主要使用 Revit 作为各专业协同工作平台；

使用 Revit 本身功能，可进行预制构件三维施工模拟与碰撞检查。

9、与工厂加工生产管理系统集成

可以和加工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对接；

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基于 BIM 平台的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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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建模中布置和拆分预制构件

建模中【预制构件拆分】菜单模块下可对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剪力墙、预制填充

墙进行拆分和修改，并可进行装配式率的统计。

建模中【楼板布置】菜单模块下设置了叠合板楼板菜单，可进行叠合板、预制阳台、

空调板以及预埋件的布置和修改；

建模中【构件布置】菜单模块下可进行预制楼梯的布置和修改；

接下来按菜单模块进行说明。

2.1 预制构件拆分

【预制构件拆分】菜单模块下可以对预制柱、预制梁、预制墙、预制填充墙进行指

定、修改、删除。用户需先建立现浇混凝土模型，然后在此项菜单下指定预制构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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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打开/重绘

装配式设计采用的是独立的三维显示模型，与建模不共用，因此在设计时需要打开

装配式模型。

“打开”：当不存在装配式三维模型时，执行该命令会生成新的装配式三维模型，

此时同“重绘”命令；当存在装配式三维模型时，执行该命令会打开已有的三维模型。

“重绘”：重新生成装配式三维模型。

不管是“打开”或“重绘”都会对比预制构件数据与三维图面是否一致。

当使用“打开”时，如果三维图面有些问题可以用“重绘”来修复一下三维图面。

2.1.2 模型精度级别

模型精度级别分为“低精度”、“中精度”、“高精度”。

低精度下装配式三维模型中预制梁不显示键槽和凹口形状。

2.1.3 读边缘构件

该功能只用于辅助预制墙拆分，预制墙拆分时有参数可以控制预制墙起止端是否对

齐到边缘构件边。

程序用于拆分的默认边缘构件尺寸为 400mm。当有计算结果时，执行该命令会将计

算后的边缘构件尺寸读取过来。

2.1.4 参数

参数中包含预制柱、预制梁、预制墙的总参数，包括轮廓、配筋、吊件的相关参数。

预制构件拆分阶段主要用到预制墙参数中部分轮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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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叶墙参数

外叶墙保温板厚度：该参数所填数值为外叶墙中保温板的厚度。

外叶墙板厚度：该参数所填数值为外叶墙中外叶墙板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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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叶墙保温板容重：该参数为外叶墙中保温板的容重。

外叶墙板容重：该参数为外叶墙中外叶墙板的容重。

预制外墙外挂板延伸包含拐角后浇节点：不勾选该参数后，外墙拐角处墙肢有预制

墙段时自动生成 L 形外叶墙。建模指定、预制构件指定均适用。默认勾选。

2.1.5 指定预制梁

执行“指定预制梁”菜单后会弹出预制梁拆分参数设置对话框，包括“自动拆分”

和“精确拆分”两个参数页，每个参数页下均包括顶部凹口参数、翻边参数、键槽参数、

搭接长度参数，每个参数页下都可完成对预制梁拆分参数的定义，设置完参数之后，在

模型中点选或框选梁构件即可完成拆分。

自动拆分和精确拆分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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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拆分

自动拆分对话框中可以设置凹口和键槽尺寸参数的限值，程序会根据输入的尺寸限

值，依据规程要求自动生成凹口和键槽尺寸；可以设置与竖向构件的搭接长度；对于预

制梁两侧如果一侧有楼板、一侧没有楼板，工程中可能会设置翻边，程序提供了翻边尺

寸设置参数。

截面定义参数

包括预制梁后浇层的最小厚度、预制梁预制部分的最小高度、预制梁顶部凹口的定

义等内容。从顶部凹口侧壁上皮算起，后浇层厚度需大于梁侧板厚；从凹口底部算起，

后浇层厚度需大于对话框中的后浇层最小厚度。《装规》中规定从凹口底部算起的后浇

层厚度，对于框架梁不宜小于 150mm，对于非框架梁不宜小于 120mm。“预制部最小

高度”为顶部凹口底到梁底的距离，此参数可以防止形成不合理的预制梁（例如梁高度

过小或侧板过厚的情况）。对于顶部凹口的布置，软件提供两个选项：“不使用顶部凹

口”，任何情况下都生成没有凹口的矩形预制截面；“使用顶部凹口”，生成的预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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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带顶部凹口，预制梁凹口的尺寸通过“凹口侧壁厚度”和“凹口最小深度”确定。

抗剪键槽定义参数

《装规》规定预制梁端部宜设置抗剪键槽，抗剪键槽类型有三个选项，“非贯通抗

剪键槽”是默认设置，键槽设置形如《装规》图 6.5.5(b)。槽口侧边距、底边距、顶边距

等参数确定了槽口在截面上的布置范围，槽口缺省宽度 w 决定了槽口沿梁高方向的尺寸，

按《装规》规定，应满足 3t≤w≤10t。槽底内缩尺寸应≥0，且应满足槽壁倾角不大于

30°的要求。“贯通抗剪键槽”为形如《装规》图 6.5.5(a)的键槽，槽口到梁侧边距为 0，

且不能修改，其余设置同缺省类型键槽。“无抗剪键槽”表示不设置抗剪键槽，梁端使

用粗糙面。

键槽定义中在梁高度方向上有 4 个相关参数，分别为槽口到梁底边距、槽口到梁顶

边距、槽口缺省宽度、槽口之间的距离。点击后面的小锁图标可控制该参数是否可以修

改，当锁上时图标为红色，表示在布置键槽时该参数为确定值不可修改。4 个参数分配时

总高度为预制梁预制高度。用户可根据梁预制部的高度来组合四个参数的高度达到控制

键槽数量与高度的目的。通常将槽口之间距离放开，锁定前三个参数进行布置，内部会

根据槽口之间距离限值（3t≤d≤10t）来计算可以放置几个键槽。

搭接长度参数

该参数可以设置与竖向构件的搭接长度。

翻边设置参数

翻边类型选项提供了不设置翻边、左侧翻边、右侧翻边、自动设置翻边四种形式，

其中自动设置翻边可自动判断预制梁两侧是否有楼板，在没有楼板的自动设置翻边。

翻边宽度参数用于设置翻边的宽度。

翻边高度参数用于设置翻边的高度，可以选择伸至梁顶皮或自定义设置翻边高度。

（2）精确拆分

精确拆分页下通过拆分参数可准确定义凹口和键槽尺寸。同时也包括翻边参数和与

竖向构件搭接长度参数。

顶部凹口设置参数

顶部凹口设置参数分为“有凹口”和“无凹口”两种形式，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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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有凹口”时，可精确设置凹口侧壁厚度 t、凹口深度 h2、凹口上现浇部分高

度 h1、现浇层最小高度 h。拆分布置后预制梁的凹口侧壁厚度 t、凹口深度 h2 均取自设

置参数里的数值。凹口上现浇部分高度 h1 分为自动设置和手工设置两种形式，当勾选自

动设置时，h1=max（板厚，h-h2）；不勾选自动设置时，h1 直接取输入的数值。

选择“无凹口”时，可精确设置现浇部分高度 h1、现浇层最小高度 h，拆分布置后

预制梁现浇部分高度 h1 分为自动设置和手工设置两种形式，当勾选自动设置时，h1=max

（板厚，h）；不勾选自动设置时，h1 直接取输入的数值。

需要注意的是当 h1 不勾选自动设置时，手工输入的 h1 数值需满足现浇层最小高度

h，否则指定不上预制梁属性。

翻边设置参数

翻边参数包括是否设置翻边参数、翻边位置参数、以及翻边尺寸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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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翻边”选项可以控制拆分预制梁时是否设置翻边，默认不勾选。

翻边位置参数包括“左翻边”、“右翻边”、“自动”三种设置选项。当勾选“自

动”选项时，程序会搜索预制梁两侧是否有楼板，自动在没有楼板的一侧设置翻边，如

果两侧都有楼板拆分时两侧均不会设置翻边，该选项为默认选项；当勾选“左翻边”或

“右翻边”时，程序不再判断两侧是否有楼板，强制在所选位置设置翻边。

翻边尺寸参数包括翻边厚度 t 和翻边高度 h，设置翻边高度时可选择自动伸至梁顶皮

（梁顶皮为楼板顶标高）或手动设置翻边高度 h，当手动输入的翻边高度数值超过梁顶

皮时会有弹框提示。

键槽设置参数

键槽设置参数分为“无抗剪键槽”、“非贯通键槽”和“贯通抗剪键槽”三种形式，

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选择“无抗剪键槽”时，预制梁拆分布置后，不会生成抗剪键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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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非贯通抗剪键槽”时，可精确设置键槽个数、键槽深度、键槽内缩尺寸 c、键

槽宽度 w、键槽距梁底距离 d、键槽距梁侧距离 b、键槽间距 d2（键槽数量大于 1 时需

设置）。用户在拆分预制梁时，可通过相关数值精确设置键槽尺寸。

选择“贯通抗剪键槽”时，可精确设置键槽个数、键槽深度、键槽内缩尺寸 c、键槽

宽度 w、键槽距梁底距离 d、键槽间距 d2（键槽数量大于 1 时需设置）。用户在拆分预

制梁时，可通过相关数值精确设置键槽尺寸。

需要注意的是按用户填写数值布置键槽时，程序会自动判断用户所填写键槽数值是

否满足装配式规程要求，当所填数值不满足要求时，指定不上预制梁。由于可能会存在

框选指定的情况，所以 3.1.0 版本对于指定不上的预制梁暂时不进行具体不满足条文弹框

提示，当使用“批量修改”功能下进行单构件修改时，会输出不满足条款的弹框提示。

搭接长度参数

可设置预制梁与竖向构件的搭接长度。

2.1.6 指定预制柱

执行“指定预制柱”菜单后会弹出预制柱拆分参数设置对话框，拆分参数包括预制

柱高度设置参数、柱底键槽设置参数、柱底键槽排气管高度设置参数、柱顶键槽设置参

数。设置完参数之后，在模型中点选或框选柱构件即可完成拆分。拆分参数设置如下图

所示：



第 2章 建模中布置和拆分预制构件

27

预制柱高度设置参数

预制柱高度设置参数可设置柱顶现浇高度和柱底现浇高度，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柱顶现浇高度设置参数包括自动计算和手工输入数值两种方式，勾选自动计算时，

拆分后上部后浇段高度会自动取柱周边梁的最大高度。不勾选自动计算时，拆分后上部

后浇段高度会取手工输入的数值。

柱底现浇高度设置参数为手工输入数值方式，拆分后上部后浇段高度会取手工输入

的数值，默认值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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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底键槽设置参数

柱底键槽设置参数包括键槽尺寸和排气孔高度参数，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可选择是否布置柱底键槽。当布置柱底键槽时，键槽尺寸参数可设置键槽长度（d1、

d2）、内缩尺寸 c、键槽深度，同时可输入键槽排气孔高度。

柱顶键槽设置参数

柱顶键槽设置参数包括键槽尺寸参数，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可选择是否布置柱顶键槽。当布置柱顶键槽时，键槽尺寸参数可设置键槽长度（d1、

d2）、内缩尺寸 c、键槽深度。

2.1.7 指定预制剪力墙

执行“指定预制墙”菜单后会弹出预制墙拆分参数设置对话框，拆分参数包含预制

墙类型参数、预制墙长度参数、预制墙后浇段参数、窗启口参数和预制墙缺口空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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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参数之后，在模型中点选或框选墙构件即可完成拆分。拆分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预制墙类型设置参数

预制墙类型包括一般预制墙、单排套筒预制墙和双皮墙三类，一般预制墙为国标中

实心双排套筒预制墙，单排套筒预制墙为实心单排套筒预制墙，双皮墙为双面叠合剪力

墙，预制墙布置时可以手动设置预制外墙或由程序自动判断，勾选“自动”即可由程序

自动判断是否为外墙。

预制外墙设置参数

预制外墙设置参数包括室外方向、是否设置窗下墙、设置窗下墙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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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方向控制保温外叶墙的方向，可以设置外叶墙位于墙身左侧、右侧，或是由程

序自动判断。勾选“自动”程序会自动设置外叶墙方向，绝大多数情况下，程序自动设

置正确。

勾选“外墙门洞口下设窗下墙”后，拆分有门洞口的预制墙时会自动为该预制墙设

置窗下墙，窗下墙高度为参数中填写的数值。

预制墙长度设置参数

预制墙长度参数来自于以前版本总参数中的参数，将该类参数挪到指定对话框中可

以方便用户设置，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预制墙最小长度（小于该长度不能指定）：预制墙拆分时，指定的预制墙长度如果

小于所填数值，则不能指定上。默认为 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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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墙起、止端自动对齐到边缘构件边：勾选该选项，预制墙拆分时起、止端自动

对其至边缘构件边。

预制墙起、止端距相邻墙内皮长度：该参数控制拆分时预制墙的起、止端位置。当

不勾选“预制墙起、止端自动对齐到边缘构件边”参数时起作用，所填数值为预制墙起、

止端距与该预制墙所在墙肢相交的构件内边的距离。默认为 200mm。

刷新显示后浇尺寸信息：当勾选该选项时，三维模型中尺寸标注出后浇段和边缘构

件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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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墙高度设置参数

可以设置预制墙顶现浇段高度，当所填数值小于相邻楼板厚度时，上部现浇段高度

会取楼板厚度。预制墙底现浇段高度目前版本没有放开，对于一般预制墙为 20mm，对

于双皮墙为 50mm。

窗启口设置参数

窗启口设置参数目前包括是否设置窗启口，窗启口具体尺寸参数为默认值不可修改，

3.1.0 后面版本会添加尺寸修改参数，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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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空隙设置参数

当预制墙面外有梁、阳台、空调板时，外叶墙或内叶墙为满足安装要求会预留缺口。

以前版本预留的缺口尺寸等于面外搭接构件的尺寸，3.1.0 版本在拆分参数中增加“缺口

空隙”参数，修改后预制墙缺口尺寸会在面外搭接构件尺寸的基础上，左右分别增加“缺

口空隙”参数中设置的数值。

目前版本对弧墙、斜墙不能拆分为预制构件。

2.1.8 指定预制填充墙

执行“指定预制填充墙”菜单后会弹出预制填充墙拆分参数设置对话框，拆分参数

包含填充墙类型参数、墙顶底后浇段高度参数、预制填充墙起止端位置参数。设置完参

数之后，在模型中点选或框选填充墙构件即可完成拆分。拆分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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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墙种类：预制墙种类包括实心墙和双皮墙两种。双皮墙为梁带双面叠合隔墙，

实心墙又包括预制填充墙和预制外挂板。

预制墙距墙起点节点、终点节点最小距离：该参数控制预制填充墙起止端內缩的长

度。

墙顶现浇层厚：对于预制填充墙，软件会自动计算用户输入的数值和预制墙（填充

墙）上的梁高度或板厚度，并取这几个值之间的大值设置该数据；对于预制外挂板和双

皮墙，此参数不起作用。

墙底坐浆层厚：对于预制填充墙，墙底坐浆层厚度为此参数控制；对于预制外挂板

和双皮墙，此参数不起作用。

对弧形填充墙不能指定为预制构件。

2.1.9 编辑预制墙

预制墙初始拆分后，预制墙长度可能不满足需求，可通过编辑预制墙中的功能对预

制墙尺寸进行调整，编辑菜单下共 4 个预制墙修改命令，分别为：预制墙长度、预制墙

合并、预制墙拆分、预制墙扩张。

2.1.9.1 预制墙长度

可对软件自动生成的预制墙长度进行修改，点此菜单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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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此分别输入预制墙左右两端的伸缩长度数值（mm）（內缩为正值）。然后用鼠

标分别点选需要修改长度的预制墙。

预制墙长度修改时，如果指定的长度在另一个预制墙之内的话，程序会自动将这两

个预制墙合并。

预制墙最远可以延伸到墙肢的最端部。

2.1.9.2 预制墙合并

依次点击需要合并的两片相邻预制墙，即可合并为一片预制墙。当两片预制墙之间

有按梁建模的连梁时，预制墙合并后会将中间连梁也合并进来，形成带洞口的预制墙。

下图为合并后的双洞口预制墙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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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 预制墙合并

该功能可将一片预制墙拆成两片预制墙加中间后浇节点形式。

执行预制墙拆分后，命令行会提示输入长度数值，第一次输入长度为第一段预制墙

的长度，第二次输入的长度为中间后浇段的长度。

2.1.9.4 预制墙扩张

该功能用于平面转角处的预制墙，可以按命令行提示选择内外叶墙全部扩张或只扩

张外叶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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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点取某一处于平面转角处的预制墙后，可继续点取转角处的边缘构件，命令行

中会提示是否仅扩张外叶墙，默认或选择 N 为全部扩张，这样软件将把转角处的边缘构

件合并到预制墙中，该预制墙成为一个 L 形的预制墙。这样的扩张使构造比较复杂的转

角节点包含在在预制墙中，从而简化了现场的转角节点施工，后浇节点将转移到墙的平

直段内。选择 Y 代表仅扩张外叶墙，内叶墙不变化。

2.1.10 编辑预制梁

预制梁编辑功能包括预制梁合并、预制梁拆分和梁端抗剪键槽修改。

预制梁指定默认按梁段生成预制梁，考虑主次梁情况，部分情况下需要按梁跨生成

预制梁，在主次梁连接处生成槽口信息，可以采用预制梁合并实现，目前程序提供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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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梁合并形式有主梁预留后浇槽口、主梁侧壁抗剪键槽、搁置式三种。预制梁拆分为预

制梁合并的反向操作。

预制梁合并功能支持框选交互方式。执行预制梁合并命令后，框选预制梁段，程序

会将框选内的符合合并参数要求的预制梁段全部自动进行合并，不符合合并要求的梁段

不进行合并。

梁端抗剪键槽的修改界面同预制梁指定时的抗剪键槽部分，可对指定时修改参数生

成的抗剪键槽或默认生成的抗剪键槽进行修改。填写完键槽修改参数后，点击预制梁即

可完成修改。键槽修改界面如下。



第 2章 建模中布置和拆分预制构件

39

2.1.11 删除预制构件

删除预制构件菜单可对拆分后的预制构件进行删除，包括删除预制梁、删除预制柱、

删除预制墙、删除预制填充墙。

2.1.12 层间复制

通过层间复制命令可将某一层的预制构件属性信息复制到其他楼层中。

复制时需切换到需要复制的楼层，执行该命令后命令行中会提示“请输入被复制的

楼层号”，输入被复制楼层号即可完成楼层间属性复制功能。虽然拆分时是在标准层中

进行，但填写的数值可为被复制标准楼层内任一自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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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全楼装配率计算

全楼装配率计算功能可实现不同计算细则下全楼装配率的统计计算和详细计算书输

出。

执行该功能即可弹出装配率计算参数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装配率计算支持的规范细则包括国标，河南、河北、上海、深圳、珠海、广东、山

东、湖南、福建、陕西、北京、江苏等各地方标注，其他地方细则也在不断添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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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标准下，程序提供了全面的计算细则设置参数。

计算细则：可选择进行装配率计算的相应标准。

总体信息：可填写项目基本信息。在总体信息页面，右下角的“设置楼层”按钮为

可点击状态，点击“设置楼层”即可显示装配率楼层参数设置页面进行装配率计算分层

信息设置。程序强制将同一个分层内的所有自然楼层均按基准层的构件布置进行装配率

计算，基准层可在某一分层内的所有自然层中进行选择。设置完分层信息后可通过是否

勾选“预制层”实现是否将某分层内的自然楼层计如全楼装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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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计算细则可根据相关标准填写。

设置完计算参数后，点击“导出计算书”即可生成装配率送审报告。

2.1.14 工作树应用

装配式三维模型左侧会生成工作树列表，其中包括预制构件和现浇构件，可通过鼠

标右键进行显隐控制。支持分级显隐，比如在板类构件下点击右键可弹出显示开闭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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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布置预制叠合楼板

建模的楼板布置菜单下设置了叠合板菜单，进行预制叠合板底板的布置和修改。布

置叠合板用到的菜单如下图所示：

叠合板布置相关菜单包括定义、布置、修改、预埋件布置、叠合板统计、DWG 导入、

其他导入。

定义菜单包括普通叠合板和双 T 板的板块定义；布置菜单可以对房间进行叠合板底

板的自动排块布置；修改菜单可对自动排块的房间人工修改板块和板缝的大小和排列顺

序；预埋件布置可以手工输入线盒的尺寸和位置；叠合板统计可以输出每层中用到的叠

合板块尺寸和数量；DWG 导入可实现叠合板布置、线盒、板洞口的 CAD 图纸导入；其

他导入可实现将 REVIT 中的设备洞口信息导入到 YJK 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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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定义

“定义”菜单中包含“普通叠合板”定义和“双 T 板”定义。普通叠合板即常用的

桁架钢筋叠合板。

点击“普通叠合板”，弹出叠合板定义对话框。叠合板定义参数包括名称（不填写

时程序自动生成带有板宽数值的名称）、板宽、板厚、桁架筋参数、桁架筋间距。设置

完参数后，点击“添加”即可添加到左侧叠合板定义列表框中供布置使用。“修改”和

“删除”按钮可以已定义的叠合板块进行修改和删除。

桁架钢筋的间距分为边跨间距和中跨间距两个参数，此参数为底板中桁架筋的默认

间距，叠合板详图中会根据板宽与底筋间距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

双 T 板的设计请详见后面章节。



第 2章 建模中布置和拆分预制构件

45

2.2.2 布置参数定义

建模中生成现浇楼板后即可进行叠合板底板的布置，叠合板布置以房间为单元进行。

叠合板底板布置包括自动布置和选边布置两种方式，如下图所示：

对于所有能布置叠合板的房间，在自动布置时程序会自动选择房间某条边作为板跨

平行边进行布置，执行“自动布置”功能即可弹出叠合板布置参数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对话框中参数 7 部分，分别为板类型选择、操作方式、布置选项、布置模式、支座

搁置宽度、叠合板类型、板缝宽度，下面依次对各参数进行介绍。

板类型选择

板类型：最多可选择三种叠合板定义时的板块类型，程序在自动排块时会读取选择

的板类型进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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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定义：叠合板定义的快捷按钮，点击即可弹出叠合板定义对话框。

操作方式

布置新板：默认为布置新板，这时房间叠合板底板根据设置的参数排布。

拾取其它板参数：对于相同尺寸的房间，该功能可将某一房间内的叠合板拆分方案

复制到其他相同尺寸房间内。操作流程为，先点击一个已排布好的房间，再点击其他需

要进行相同排布的房间。

布置模式

布置参数对话框中程序提供了四种布置模式，分别为“自动优化布置”、“一块

板”、“三块板”、“N 块板均分”。所有布置模式下，均可能产生没有在板定义中设

置尺寸的板块，程序提供了“余板取整模数”参数，默认为 10mm，防止出现碎尺寸的

板块。如取整模数是 10mm，按 N 块板均分后出现 1758mm 的板块，程序会全部取为

1750mm。

自动优化布置：根据所选择的板类型软件在所选房间内对叠合板底板自动排块。排

块时的默认房间尺寸按排块方向的房间净跨度+2*板宽方向搁置宽度。当板类型只选择一

种板宽时，软件按排布方向自动逐一排列板宽和板缝，对于排列后的剩余部分，当其宽

度大于等于 500mm 时，增加一块非标准板，当其小于 500mm 时，剩余部分为现浇处

理。非标准板是用户没有在定义菜单中输入过板宽、而由软件自动生成的叠合板板型。

板缝宽度取值为参数中输入的板缝宽度。当选择 2 中或 3 种板类型时，软件以非标准板

或后浇带宽度最小原则优化布置叠合板。

一块板：该布置方式为在一个房间内布置一整块叠合板，使用与尺寸较小的房间。

需要注意的是，布置时虽不会使用到板类型的板块尺寸，但也需要选择至少一块叠合板

类型。

三块板：该布置方式为整在一个房间内布置三块叠合板底板，可分为均匀布置、边

板优先、中板优先。均匀布置为三块底板宽度相等；边板优先为两块边板采用第一种板

类型，中板为余板，这时如果选择的第一块板类型宽度过大，会出现布置不上的情况；

中板优先为中间板块为第一种板类型，两边为相同板宽的余板。

N 块板均分：按房间布置尺寸和设置的接缝宽度，在一个房间内布置 N 块相同尺寸

的叠合板。需要注意的是，布置时虽不会使用到板类型的板块尺寸，但也需要选择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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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叠合板类型。

布置选项

按单向板布置：房间中布置叠合板时，按单向板方式进行布置，默认板跨方向为平

行于房间短边，并可通过下面的“旋转 90 度”来对板跨方向进行调整。

按双向板布置：房间中布置叠合板时，按双向板方式进行布置。

自动判断单向板、双向板：按照所需布置房间的长宽比判断，长宽比>3，时按照单

向板排布；长宽比≤3 时，按照双向板排布。

旋转 90 度：软件默认按平行于房间短边为板跨方向，勾选该项后可更改板跨方向。

余板居中：软件排列的剩余非标准叠合板会自动放到楼板中央。当选择“自动优化

布置”时，可能会出现按所选板类型排列完成时，最后一块叠合板后面还会有一部分现

浇的情况，当现浇宽度大于等于 500mm 时，会增加一块非标准板，勾选该项后，可将

这一块非标板放到房间的中间。

避让柱子：勾选该项，第一块叠合板和最后一块叠合板板边会紧贴柱边布置。

允许 L 形叠合板：该项在布置 L 形房间时起作用，勾选该项，在布置 L 形房间时允

许出现带缺口的 L 形叠合板块。

桁架钢筋旋转 90 度：桁架钢筋默认布置方向为板跨方向，可通过该选项将桁架钢筋

布置方向调整为板宽方向。

支座搁置宽度

支座搁置宽度分为板宽方向和板跨方向，指叠合板底板在相应方向上的房间端部搁

置在支座的宽度，默认为 10mm。

叠合板类型

分为普通叠合板、PK 预应力砼叠合板、双 T 板三种。

板缝宽度

板缝宽度分为单向板分离式接缝和双向板整体式接缝。单向板分离式接缝默认为

0mm，因为单向板板宽方向不受力；双向板整体式接缝默认为 300mm，由于双向板板

宽方向受力，程序内默认板宽方向钢筋的搭接长度为 35d，当钢筋直径过大，可能会出

现接缝宽度不满足 35d，这时叠合板绘制时生成不了板底筋，需要回到建模中调整板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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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

对于异形房间，当自动布置的方向与实际不符时，可通过“选边布置”功能手动选

择房间的某条边作为板跨平行边，选择时对于拾取到的边界会用黄线提示。下图为同一

房间“选边布置”方式下，选择不同边时布置过程效果。

需要注意，当选择“选边布置”时，程序均按双向板进行布置。对于某些异形叠合

板板块，建模中虽能布置上，但是施工图模块暂时不支持绘图，施工图模块目前只支持

矩形叠合板块、L 形叠合板块的绘图设计。

2.2.3 布置叠合板

定义完叠合板底板拆分参数后，点选或框选模型中的房间即可按照设置的参数进行

拆分，拆分时，程序会根据设置的参数和选择的布置模式进行拆分，拆分时以房间为单

元进行，软件在所选房间内对叠合板底板自动排块。

对于 L 形房间，软件取叠合板布置的房间，自动把该房间划分为两个矩形，并在这

两个矩形中分别自动排列叠合板，之后合并两个叠合板数据，并保证在两个矩形交接处

不会出现异形叠合板块。L 形房间一般会形成两个非标准叠合板块。当勾选了允许 L 形叠

合板时，可能会出现有缺口的 L 形板型。

需要注意的是，软件对 L 形房间自动按照双向板布置，并且不能避让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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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梯形房间房间，板跨方向为垂直于两平行边。

布置时可按单向板布置、按双向板布置和程序自动判断单双向板。

选择按单向板布置，此时对于双向板房间（房间长宽比小于 3 的房间）也按照单向



第 2章 建模中布置和拆分预制构件

50

板布置和计算；

选择按双向板布置，此时对于单向板房间也按照双向板布置，但板内力计算仍按单

向叠合板房间计算，板缝和接缝等构造按双向板参数进行设计；

也可选择软件根据房间自动判断进行单向板或双向板布置，也就是说，如果布置的

房间是单向板房间，则自动按照单向板布置，如果布置的房间是双向板房间，则自动按

照双向板布置。

按照单向板布置时，单向板之间的缝宽默认为 0mm，标注为 MF（密缝）。对叠合

板配筋和板搭接方向的支座负筋按照单向板房间计算，但是对于按单向板布置房间的垂

直于板搭接方向的支座负筋仍采用双向板房间计算的结果。

单向板的密缝拼接钢筋构造可参照《装规》6.6.5 条执行(见下图)。

单向板的跨度方向钢筋伸出长度满足《装规》6.6.4 条第 1 款的要求，即不应小于 5d(d

为钢筋直径)，且宜伸过支座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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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双向板布置时，叠合板之间的缝宽应满足钢筋搭接长度的要求（默认 300mm），

标注为 JF（接缝）。宽度方向配筋为满足板之间钢筋搭接长度的需要而将选择较小直径

的钢筋，对叠合板配筋和各方向的支座负筋按照双向板房间计算。

双向板跨度方向钢筋伸出长度满足《装规》6.6.4 条第 1 款的要求，即不应小于 5d(d

为钢筋直径)，且宜伸过支座中心线；宽度方向钢筋在接缝中采用 135 度弯钩连接，接缝

中跨度方向钢筋直径间距的布置与预制板相同(见下图)。

双向板按其在房间排布位置分为边板和中板（见后续命名规则），中板两侧宽度方

向钢筋均带 135 度弯钩，边板仅一侧宽度方向钢筋带 135 度弯钩，另一侧钢筋直线形式

锚入支座。由于双向板底宽度方向钢筋要满足搭接锚固要求，所以相邻板块间的宽度方

向钢筋要避免碰撞，软件配筋图中已按照相关图集考虑了钢筋不碰撞处理。

软件自动把房间的短边方向作为叠合板搭接的方向，如果需要修改软件布置的方向，

可在布置参数的“旋转 90 度”项上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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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以看出，按单向板布置时，单向板之间为密缝，屋顶质量好，且单向板底板

配筋构造比双向板简单，因此在房间跨度不大时（如小于 4000mm）可尽量选择按单向

板布置，或者对比按单向板、双向板配筋计算结果，差别不大时选择按单向板布置。

2.2.4 修改自动排块

如程序初始自动布置的叠合板排块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可使用叠合板排布修改功能

调整该房间的板块定义和排布。

点“修改”菜单后，再点取需要修改排块的房间，将弹出如图对话框，上面排列着

已有的从左到右（或从下到上）的各板块、各板缝数据，用户可直接在对话框上修改各

板块的宽度和各缝宽的数值。

用户在修改板宽时，可以选择板宽为“_”的选项，这样就可以默认该块板板宽为 0，

同时设置板缝宽度，从而达到在第一块板设置合适宽度现浇板的目的。

用户可以对已经设置好的各个子板进行增加、删除操作，同时对各个板块调整顺序。

同时，3.1.0 版本中子板宽度项支持直接手工输入数值调整。

对于类似下图情况，布置叠合板时起始板块无法搭接到支座上。4.0.0 版本在叠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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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布修改对话框中增加控制起始边距参数，通过修改参数值实现起始叠合板块搭接到支

座上的目标。

2.2.5 布置预埋件

在布置了叠合板的房间上可以布置接线盒等预埋构件，并可实时查看叠合板和预埋

件的位置，从而方便用户设计。布置预埋件的方式和布置楼板上洞口的方式相似。

执行“预埋件布置”菜单功能，会弹出预埋件列表，之后点击“添加”按钮，会弹

出预埋件定义对话框，程序可定义矩形、圆形和八角形线盒。

定义完成后可以进行添加，首先对线盒与世界坐标系的夹角进行设置，之后添加方

式包括“批量布置”和“交互布置”两种。

批量布置

预埋件布置时以围成房间的轴线交点作为基准点，沿轴偏心和偏轴偏心输入的数值

是相对于基准点的距离，输入数值之后，将鼠标移动到基准点附近，单击鼠标左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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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完成。对于矩形截面预埋件，布置参数是对应于该矩形截面左下角，对于圆形截面，

参数对应于圆心。

交互布置

交互布置的基准点同样为围成房间的轴线交点，选择交互布置时，鼠标移动到基准

点附近会在该基准点上临时绘制一个局部坐标系，并实时显示坐标输入栏，在坐标输入

栏中输入相对于基准点的坐标，单击空格键即可进行布置。

2.2.6 DWG 导入

程序可通过导入 DWG 图纸的方式快速导入线盒、洞口和叠合板布置，执行“DWG

导入”菜单命令可弹出数据导入对话框，鼠标单击需要导入的类别即可进行相关 CAD 图

纸的导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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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埋件

很多情况下，电气图纸上预埋件数量比较多，软件可以通过导入 dwg 图纸的方式自

动导入预埋件。

单击“预埋件”选项，会弹出导入 CAD 图纸对话框，读取其上的预埋件布置信息，

生成叠合板上的接线盒等埋件布置。

如下图所示，用户通过“打开 dwg 文件”>“选择实体”>“选择预埋件图

层”>“选择基点”>“在模型中选择对应基点插入图形”的操作顺序，可以把 DWG 图形

中所有的预埋件布置信息自动导入到模型中。

上图是某工程照明平面图，其中包含了 80 多个线盒设置，下图是实际导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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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

洞口导入流程同预埋件。

叠合板

单击“叠合板”选项，即可将衬图中的叠合板布置导入到模型中

导入流程如下：首先将需要导入的 CAD 图纸采用衬图方式插入到建模标准层中，单

击“叠合板”选项，然后选择衬图中的叠合板边线后单击鼠标右键即可弹出导入参数设

置对话框，参数中包括叠合板板厚、双向板最小板缝，如下图所示：

叠合板板厚：可以设置导入后的叠合板厚度。

双向板最小板缝：导入后的叠合板，如果房间内的板缝均不小于所填数值，则该房

间为双向板属性。

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叠合板导入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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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建模中叠合板显示控制

布置完叠合板后，模型中会在布置叠合板的房间显示房间内叠合板块的尺寸、接缝

尺寸、排布方向、叠合板属性，如下图所示。

对于布置了叠合板的房间，以前版本在进行楼板荷载和楼板导荷方式交互设置时，

叠合板布置信息也会显示在图面中，此时会影响对有效信息的观察，如下图进行板面荷

载查看时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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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版本在工作树中增加了是否显示叠合板的功能，双击复合楼板（包括叠合板、

压型钢板、空心板等）的显隐控制条目即可完成显示和隐藏操作。

需注意以下情况：打开已布置叠合板的模型却没有叠合板显示，可能是在工作树中

隐藏了复合楼板显示。

2.3 布置预制阳台、空调板

定义和布置预制阳台、预制空调板的方式和悬挑板相似，软件把布置预制阳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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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板并列于“楼板”菜单下的悬挑板构件中。

2.3.1 截面定义

软件可以输入的预制阳台和空调板截面类型为矩形。

预制阳台比预制空调板需要多输入以下参数：预制板总厚度、封边宽度、封边总高

度、封边下部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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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预制阳台时，当“预制板总厚”与“预制板厚”填写相同的数值时，程序认为

此时定义的预制阳台为全预制板式预制阳台。

2.3.2 预制阳台、空调板布置

用户选择了构件的截面后，输入布置参数，软件把构件自动布置到对应的网格上。

软件绘制的预制阳台和空调板颜色同预制构件颜色相同。

布置好的预制阳台、空调板可以通过删除悬挑板的方式删除。

下图是预制阳台和预制空调板的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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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预制楼梯

软件可对双跑楼梯、交叉楼梯和交叉梁式楼梯设置为预制楼梯。

在建模的构件布置菜单下的楼梯菜单下输入楼梯，按房间输入，输入楼梯前必须生

成该房间的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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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楼梯布置，选择需要布置楼梯的房间，及弹出下图中的设置对话框，勾选预制

楼梯，选择楼梯类型，程序提供了双跑楼梯、交叉楼梯、梁式交叉楼梯三种类型。勾选

预制楼图后，楼梯梯跑类型自动设置为 DT 形。需设置正确的梯板尺寸，梁式交叉楼梯还

需设置正确的梯板梁尺寸，具体楼梯参数设置见 YJK-Model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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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实例为某剪力墙结构中的交叉楼梯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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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实例为某剪力墙结构中的梁式交叉楼梯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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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上部结构计算的相关内容

在建模中对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剪力墙指定之后，即可接着进行上部结构计算，

软件在上部结构计算中将自动按照规范的要求，根据预制构件信息做出各种计算调整。

建模指定预制构件和上部结构计算的相关功能可完全满足装配式建筑初步设计阶段的各

项要求。

在施工图模块中还可以继续修改预制构件属性，进行增删等操作，上部结构模型中

得到了新的预制构件信息，为了得到按照新的预制构件信息所做的各种调整，应再重新

进行上部结构计算。

上部结构计算主要进行以下有关预制构件信息相关的调整：

1、《装规》6.3.1 在各种设计状况下，装配整体式结构可采用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

同的方法进行结构分析。

当同一层内既有预制又有现浇抗侧力构件时，地震设计状况下宜对现浇抗侧力构件

在地震作用下的弯矩和剪力进行适当放大；

2、《装规》8.1.1 抗震设计时，对同一层内既有现浇墙肢也有预制墙肢的装配整体

式剪力墙结构，现浇墙肢水平地震作用弯矩、剪力宜乘以不小于 1.1 的增大系数；

3、预制构件承担的层剪力、倾覆力矩的统计。

4、预制构件接缝抗剪验算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2014 中规定需对预制构件接缝进行抗剪承载

力验算，包括预制梁端接缝抗剪承载力验算、预制柱底接缝抗剪承载力验算、预制墙底

接缝抗剪承载力验算。

3.1 计算参数中的装配式信息填写

首先应在结构计算参数中补充装配式结构的信息，计算参数为装配式结构增加了

“装配式”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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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解释如下：

3.1.1 装配式结构

只有勾选该项，软件在设计时才会去识别、统计预制构件，并按照装配式相关规范

进行设计。

3.1.2 地震内力放大系数

《装配式规程》8.1.1 条规定：“抗震设计时，对同一层内既有现浇墙肢也有预制墙

肢的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现浇墙肢水平地震作用弯矩、剪力宜乘以不小于 1.1 的增

大系数。”

软件自动判断本层内是否有预制墙肢，有则自动对现浇墙地震内力乘以该参数设置

的放大系数。

程序还提供了现浇柱地震内力放大系数、预制竖向构件地震内力放大系数两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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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可对现浇柱、预制竖向构件进行地震内力调整，方便用户灵活指定。

3.1.3 按北京市装配式规程验算预制墙接缝

北京市《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第 5.5.1 条给出了预制墙接

缝承载力验算公式，其中包含了“底部加强区连接承载力增大系数”，勾选该参数，则

预制墙接缝抗剪承载力按北京地标进行验算。

3.2 非装配式构件的放大调整

在带有预制墙的楼层中，软件对非预制墙的地震内力将自动乘以用户在计算参数中

填写的“现浇墙地震内力放大系数”，因此在配筋计算结果文件中的非预制剪力墙结果

中，增加了新的参数，即 zps—装配式结构中现浇砼墙地震内力放大系数。

同时如果现浇柱、预制竖向构件也为非 1 值，构件信息中同样会输出 zps 放大系数。

3.3 预制构件承担的层剪力的统计

《装配式规程》6.1.1-2 条规定：“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和装配整体式部分框支剪

力墙结构，在规定的水平力作用下，当预制剪力墙构件底部承担的总剪力大于该层总剪

力的 50%时，其最大适用高度应适当降低；当预制剪力墙构件底部承担的总剪力大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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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总剪力的 80%时，最大适用高度应取表 6.1.1 中括号内的数值。”

软件在 wv02q.out 文件中输出了预制剪力墙在规定水平力下的层总剪力及占该层总

剪力的百分比。

3.4 预制构件接缝的抗剪验算

上部结构预制构件接缝抗剪承载力验算包括预制梁端、预制柱底、预制墙底三种。

预制梁端接缝抗剪验算根据《装配式规程》6.5.1 条规定进行，程序会遍历所有工况

组合，输出包络后的接缝验算所需纵筋最大值。

预制柱底接缝抗剪验算根据《装配式规程》式 6.5.1-3 进行，程序只遍历所有地震工

况的组合，输出包络后的接缝验算所需纵筋最大值。

预制墙底接缝验算标准包括国标和北京地标。国标下预制墙底接缝抗剪验算根据《装

配式规程》式 6.5.1-2、式 6.5.1-3 进行，当预制墙位于底部加强部位则按式 6.5.1-3 进行，

当预制墙位于非底部加强部位则按式 6.5.1-2 进行；北京地标下预制墙底接缝抗剪验算根

据北京地方标准《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式 5.5.1-2、式 5.5.1-3 进行，当预制墙

位于底部加强部位则按式 5.5.1-3 进行，当预制墙位于非底部加强部位则按式 5.5.1-2 进

行。程序只遍历所有地震工况的组合，输出包络后的接缝验算所需竖向筋最大值。

软件会在进行了水平接缝验算的预制构件文本信息中输出接缝内力增大系数，即

zpseam—预制构件接缝验算时的受剪承载力增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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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构件接缝抗剪验算具体内容请详见第 11 章。

配筋简图中输出了预制构件接缝验算包络后所需抗剪钢筋的面积。如下图所示。

3.5 预制剪力墙的竖向分布筋贯通比例

在进行预制剪力墙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需要先确定竖向分布筋贯通比例，因为承

载力计算时不考虑非贯通筋。目前软件默认计算参数中的竖向分布筋配筋率即为贯通筋

比例，非贯通筋在施工图中直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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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叠合板施工图
建模中楼板布置拆分完成之后，即可进行叠合板配筋计算和图纸绘制。

叠合板设计可在【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的【叠合板施工图】菜单模块下进行。

【叠合板施工图】菜单模块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依次对该模块下菜单进行说明。

4.1 通用编辑

通用编辑菜单下可进行板计算参数设置、底图图层设置、轴线标注设置、叠合板钢

筋计算和实配钢筋修改等。

4.1.1 设置

设置菜单下可进行底图图层设置、板图层设置、文字样式设置、标注样式设置、板

计算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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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计算参数调用的时板施工图中的计算参数，可对计算方法、钢筋级配库等进行设

置，如下图所示：

4.1.2 轴线标注

轴线标注菜单下可对平面图中的轴线显示进行编辑，如下图所示：

4.1.3 钢筋修改

钢筋修改下拉菜单下包括“叠合板钢筋修改”和“清除板底配筋”两个子菜单，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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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合板钢筋修改

该菜单命令集成了板配筋计算和板实配钢筋修改两个功能，通过该功能可不进入板

施工图模块即可进行叠合板房间板底配筋面积的计算和修改。

单击该菜单会自动进行叠合板房间板底配筋计算，并生成板底实配钢筋平面图，可

在实配钢筋平面图中进行板底实配钢筋的修改，修改方式同板施工图。

修改后的实配钢筋结果会储存到数据库中，当建模荷载或叠合板房间数量有变化，

该命令不会自动更新配筋，如果需要重选钢筋，要执行 “清除板底配筋”菜单命令。

清除板底配筋

该菜单命令会对板底实配钢筋进行重新选筋。单击该菜单会弹出是否清楚用户配筋

数据弹框，选择“是”即可清除用户修改后的板底实配钢筋进行重新选筋，之后可以再

次通过“叠合板钢筋修改”菜单命令进行实配钢筋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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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合板钢筋修改”和“清除板底配筋”两个菜单只是集成了【板施工图】模块的

部分功能，计算和修改功能在【板施工图】模块中同样可以进行。但如需进行详细的板

计算数据修改，比如支座信息等，或是查看板配筋面积计算过程还需在【板施工图】模

块中进行。

4.1.4 叠合板房间配筋计算原则

叠合板房间的内力计算和配筋计算的操作流程和普通现浇楼板相同。按房间为单元

进行计算，可选择手册算法或有限元算法。

软件的配筋计算按照叠合板厚度加现浇层厚度的总厚度进行。对叠合板底板施工安

装时，应设置临时支撑。

对于按照单向板布置的房间，对叠合板配筋和板搭接方向的支座负筋按照单向板房

间计算，但是对于按单向板布置房间的垂直于板搭接方向的支座负筋仍采用双向板房间

计算的结果。

对于按照双向板布置的房间，对叠合板配筋和各方向的支座负筋按照双向板房间计

算。

叠合板房间的计算结果的显示和查询和普通现浇楼板房间相同。

可使用楼板平法图方式画出各房间和支座的楼板配筋图。该图中，跨中板底钢筋表

示的是叠合板底板的实配钢筋两个方向的直径和间距；叠合板房间后浇部分的支座配筋

则需要依据该图表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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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叠合板楼板可以给出详细的计算书，包括按房间进行的内力计算和配筋计算，

包括叠合板底板的内力配筋计算、叠合板后浇混凝土层的支座部分的内力配筋计算，还

有裂缝挠度的计算过程等等。

在计算结果菜单下，使用右侧菜单中的“计算书”菜单，再点取需要出计算书的叠

合板房间即可。

下图为某单向板叠合板计算书，从中可见软件在单向板跨度方向按照单向板计算板

底和支座负筋，在单向板的板宽方向的板底弯矩为 0、按构造配筋。但是在计算板宽方向

的支座负筋时，仍按双向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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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数

参数菜单下可对叠合板参数和叠合板命名规则进行设置。

4.2.1 叠合板参数

叠合板参数可对详图绘制参数和深化细节参数进行设置。

叠合板参数分类包括总体分类和细部分类。总体分类将叠合板参数分为了图面设计

参数、轮廓设计参数、配筋设计参数、预埋件设计参数四类；细部分类是将每个总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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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细分为多个小项，比如配筋设计参数会细分为切角钢筋、洞口补强钢筋等细分类。如

下图所示：

下面依次对每个参数进行说明。

（1）叠合板图面设计参数

叠合板图面设计参数页如下图所示：

1）叠合板详图绘图比例

叠合板大样详图绘图比例，默认按照 1:30。

2）叠合板是否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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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勾选该参数时，程序在命名时不会归并叠合板，每块叠合板具有单独的名称。

3）叠合板平面布置图

叠合板平面布置图有两种绘图方式，分别为画法一、画法二。

画法一：即以前叠合板的绘图方式，叠合板的标注及命名方式同叠合板图集，如下

图所示。

画法二：根据用户的绘图习惯修改叠合板的平面标注方式，叠合板命名方式为“层

号-单双向板-叠合板编号”，用双向箭头表示桁架钢筋的方向，单向箭头表示叠合板的排

布方向。（DBD 为单向板，DBS 为双向板）。

4）绘制叠合板详图选择方式

绘制叠合板详图选择方式有两种，分别为对话框中选择、图面框选。

对话框中选择：即绘制叠合板大样详图时可以通过左侧绘制列表选择。

图面框选：在图中窗选一定区域，绘制选择区域内的叠合板详图。

5）详图绘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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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详图画在平面图上和详图另画新图两种方式。

选择“详图画在平面图上”时，详图和板底布置平面图绘制在一个图面上，详图绘

图比例默认为 1:30。

选择“详图另画新图”时，叠合板二维详图会另起新图绘制，并且默认的绘图比例

为 1:100。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分开绘制时叠合板详图图面不主动清理，用户如果需要删除叠合

板详图图面下的一些图素需要用右下角工具栏中的删除工具。如需打开叠合板详图图面

可以执行批量绘制详图等绘图命令。

6）房间编号绘制方式

分为“绘制房间编号，所有房间详细绘制叠合板”、“绘制房间编号，相同房间只

绘制一个”、“不绘制房间编号”三种情况。

选择“绘制房间编号，所有房间详细绘制叠合板”，叠合板平面布置图绘制房间编

号，所有的房间均绘制叠合板轮廓，图面效果如下图：

选择“绘制房间编号，相同房间只绘制一个”，叠合板平面布置图绘制房间编号，

但相同编号的房间只取其中一个房间绘制叠合板轮廓，图面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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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绘制房间编号”，叠合板平面布置图中不绘制房间编号。

7）板缝不大于多宽时计入预制装配率

当板缝宽度不大于该限值时，将该部分对应的混凝土体积计入不含后浇部分混凝土

体积的预制量中和预制量的面积中计算预制装配率。

8）是否绘制安装方向

勾选该选项后，叠合板平面布置图和二维详图会绘制安装方向，安装方向取自建模

中的叠合板排布方向。

9）平面布置图板跨方向尺寸标注

不勾选该选项后，叠合板平面布置图中不绘制板跨方向的尺寸标注。

10）平面布置图绘制叠合板重量

勾选该选项后，叠合板平面布置图中会绘制出叠合板块的重量，如下图所示：

（2）叠合板轮廓设计参数

叠合板轮廓设计参数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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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叠合板与柱相交处考虑切角

该选项控制与柱相交处是否设置切角。

2）叠合板与柱支座搭接宽度

当勾选“叠合板与柱相交处考虑切角时”，该参数修改才有效。如果输入正值，表

示叠合板搭接在柱上的宽度，如果输入负值，那么这个值表示叠合板与柱的缝隙宽度。

3）叠合板角部与墙考虑切角

叠合板搭接的同一支座边界墙和梁边不对齐布置时，该参数用来控制是否生成切角。

4）叠合板板底是否倒角

该参数控制叠合板板底是否生成倒角。

5）叠合板板面是否倒角

该参数控制叠合板板面是否生成倒角。

6）叠合板板面倒角宽度

如果用户勾选了“叠合板板面是否倒角”参数选项，该参数可用，可以自定义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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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7）叠合板是否绘制压槽

参数中可设置压槽长度和压槽厚度，勾选绘制压槽时，在双向叠合板板缝边会按参

数尺寸设置压槽。压槽形式如下图所示：

8）叠合板压槽长度

当设置压槽时，该参数控制压槽的长度。

9）叠合板压槽厚度

当设置压槽时，该参数控制压槽的厚度。

（3）叠合板配筋设计参数

叠合板配筋设计参数页如下图所示：

1）叠合板保护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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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控制叠合板的保护层厚度。

2）钢筋等级

该参数用来控制叠合板计算和实配钢筋的钢筋等级，叠合板房间计算时会读取该参

数。

3）叠合板与柱相交处切角时钢筋截断

当叠合板与柱相交处考虑切角时，钢筋可以截断。勾选截断，不勾选时按照伸出至

支座中心线的长度伸出。

4）补强钢筋根数

当叠合板钢筋在柱切角处截断时，可以添加补强钢筋，该参数用于设置补强钢筋的

根数。

5）补强钢筋锚固长度

该参数控制切角补强钢筋的板内锚固长度。

6）补强钢筋直径

该参数控制切角补强钢筋的直径。

7）超过多大尺寸的洞口钢筋需要截断补强

当超过该限值时洞口钢筋采用截断补强的方式；不超过该限值的洞口钢筋采用弯折

的方式绕过洞口，不布置补强钢筋。

8）补强钢筋锚固长度

该参数控制洞口补强钢筋的锚固长度。补强筋锚固长度为钢筋在洞口边线交点处向

外延伸的长度，长度数值填写标准可见参数说明，例如填写数值为 0 时程序按贯通筋设

置，填写数值为 200 时锚固长度为 200，填写数值为 35*D 时锚固长度为 35D（D 为锚固

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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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补强钢筋直径

该参数控制洞口补强钢筋的直径。

10）底部钢筋排布方式

底部钢筋排布方式分为对称配筋和非对称配筋。

对称配筋时，叠合板钢筋沿叠合板中心线对称布置，如下图所示：

非对称排布时，横向和竖向第一根钢筋距板边为 50mm 并伸出，后面钢筋依次根据

间距排布，排到最后一根钢筋如距板边的距离大于“最后一个横筋或者竖筋最大边距”

参数中所填数值时，会在末端增加一根不出筋钢筋，如不大于所填数值时便不再增加钢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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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最后一个横筋或者竖筋最大边距

该参数结合上面非对称配筋形式使用。

12）剖面图中竖筋画在横筋上方

该参数不会影响到楼板计算配筋时钢筋两个方向保护层厚度的取值，仅影响叠合板

大样详图的绘制。勾选该参数，绘制叠合板大样图时，竖筋画在上方、横筋画在下方，

否则横筋画在上方，竖筋画在下方。

13）竖筋在横筋上方时，桁架筋绘制在竖筋上方

该参数配合“剖面图中竖筋画在横筋的上方”一起使用，主要控制桁架钢筋的竖向

位置。

14）钢筋伸出支座中线的距离

该参数控制钢筋伸出支座中线的长度，默认钢筋在支座处的伸出长度是到支座中心

线，即伸出支座中线的距离为 0。

15）叠合板伸出胡子筋

该参数控制横向钢筋是否伸出叠合板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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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单向板分布筋伸入支座

该参数控制单向板分布筋是否伸入支座。

17）单向板分布筋伸入板缝

当单向板房间存在后浇板缝时，该参数控制单向板分布筋是否伸入板缝，伸出长度

为板缝宽度-10。

18）单向板分布筋最小直径

该参数控制单向板分布筋的钢筋直径。

19）第奇数双向叠合板宽度方向钢筋偏移尺寸

由于双向板宽度方向伸出钢筋在接缝处互相搭接，为避免搭接时的钢筋碰撞，布置

钢筋时做适当偏移（默认情况下奇数块不偏移，偶数块偏移 10mm），以保证接缝处钢

筋互相错开，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15G366-1 第 6 页图 2。

该参数控制奇数块钢筋偏移尺寸。

20）第偶数双向叠合板宽度方向钢筋偏移尺寸

叠合板参数中的奇偶板钢筋偏移尺寸参数，对双向板和单向板均进行调整，但对于

密缝拼接的单向板房间不存在竖向钢筋打架的问题，可以不进行偏移调整。4.0.0 版本细

化该参数对不同类型房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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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双向板接缝钢筋弯钩类型

该参数控制双向板接缝处钢筋弯钩类型，包括不弯钩、90 度弯钩和 135 度弯钩形式，

默认为 135 度弯钩形式。

22）双向板接缝钢筋搭接长度

该参数控制双向板接缝搭接长度，默认为 35d。

23）板宽不大于多少时不绘制桁架筋

当叠合板宽度小于所填写的宽度限值时，将不再绘制桁架钢筋。

24）桁架钢筋距板边最小距离

由用户自定义桁架钢筋位置的起始排布，程序会根据该最小边距设置值重新调整桁

架筋的布置。

25）桁架下弦筋是否伸出板端

控制桁架钢筋的下弦是否伸出预制底板的板端。

26）桁架钢筋不做底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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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勾选此项，那么桁架钢筋处设置横向钢筋，否则不设横向钢筋。

27）桁架钢端头离板边距离

28）钢筋表中桁架钢筋按整体统计

该参数控制叠合板二维详图钢筋表中桁架筋是按整体统计还是按上、下弦筋和腹筋

分开统计。

29）板跨大于多少时，上弦钢筋直径取多少

对于同一板宽的叠合板，在不同板跨下桁架上弦筋直径存在不同的情况。建模中定

义的同一个叠合板块可以布置在不同跨度的房间内，比如建模中定义了一块 2400mm 宽

的板块，该板块可以布置到 2.4m 跨的房间内，也可布置到 3.6m 跨的房间内，由于在板

块定义时就设置了该板块的桁架筋属性，但对于跨度较大的房间会加大桁架上弦筋直径，

因此 3.1.0 版本增加了“板跨大于多少时，上弦钢筋直径取多少”参数，填写示例如

“3500,10”，表示对于板跨大于 3500mm 的板块，桁架上弦筋直径统一为 10。

30）叠合板飞筋参数

叠合板飞筋参数类中有六项参数，如下图所示：

飞筋参数有两种设置方式，一种为自动设置；一种为手动设置。

自动设置：需勾选“横向钢筋弯起参数自动计算”，此时飞筋相关参数中只有弯起

角度起作用，高度默认为板厚-50。



第 4章 叠合板施工图

89

手动布置：不勾选“横向钢筋弯起参数自动计算”，此时飞筋相关参数后三项起作

用，弯起角度不起作用。

（4）叠合板预埋件设计参数

叠合板预埋件设计参数页如下图所示：

1）吊点类型

吊点类型可以选择桁架筋兼做吊点或吊环形式。

2）吊环钢筋直径

该参数控制吊环钢筋的直径。

3）叠合板详图是否绘制吊点

勾选，则在叠合板详图绘制时给出吊点位置的示意；不勾选，则在叠合板详图绘制

时不表示吊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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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吊点距离按标准图集采用

勾选此项、软件按照《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15G366-1 第 67-80 页的规定设置吊

点的位置，否则，吊点位置按照参数“吊点到板端的距离与跨度之比”进行设置。

5）吊点数量和位置参数

其中“板标志跨度不小于多少时，采用 3 列吊点”和“板标志宽度不小于多少时，

采用 3 行吊点”确定吊点数量；“吊点与上下板边距离”和“吊点与左右板边距离”确

定板边相邻吊点位置，当所填数值小于 1 时，所填数值为吊点距板边的距离与相应边长

的比值，当所填数值大于 1 时，所填数值为吊点距板边的实际距离。

6）脱模验算动力系数

考虑脱膜验算时的荷载放大系数。按照《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中 6.2.3 条的要求，动力系数不宜小于 1.2。

（5）图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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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框参数页中参数包括是否绘制图框参数、图幅大小设置参数、详图图纸方向参数、

图纸加长和加宽系数参数、是否绘制会签栏参数、构件位置示意图比例参数，叠合板图

框参数页如下图所示：

1）吊点类型

吊点类型可以选择桁架筋兼做吊点或吊环形式。

2）吊环钢筋直径

该参数控制吊环钢筋的直径。

3）叠合板详图是否绘制吊点

勾选，则在叠合板详图绘制时给出吊点位置的示意；不勾选，则在叠合板详图绘制

时不表示吊点位置。

4.2.2 名称规则定义

软件按照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15G366-1 定的规则自动

对叠合板命名。

软件对单向叠合板的底板按如下规则自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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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双向叠合板的底板按如下规则编号。

叠合板归并：叠合板归并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包括叠合板的长、宽、厚度、配筋、

梁搭接情况、是房间中的第一块板，中间板，末板、洞口等情况。

实例说明：

名称定义：“DBD67-4224-1（3）”DBD 单向板，DBS 为双向板；67 为预制厚度

60，现浇层厚度 70，4224 叠合板标志跨度 4200mm，标志宽度 2400mm; (3) 为小

编号，表示相同名称“DBD67-4224-1”的叠合板有多块，这些叠合板又有区别，比如洞

口位置不一样、切角大小不一样等，不能够直接归并到一起，但是名称又相同，所以用

小编号区别对待。如果这样的名称只有一块板，那么就不带这个小编号。

3.0.0 版本增加叠合板编号自定义功能，自定义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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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框内为所有项目，已选择的状态条会变灰，不能再次选择，右边框内是已选项

目；增加、删除项目可通过双击实现，也可使用中间部位的转移按钮；可通过控制添加

顺序来控制名称中项目顺序。

叠合板名称组成程序提供共 6 项内容，分别为自定义前缀、楼层、叠合板类型、叠

合板轮廓、叠合板钢筋、洞口预埋件。用户可进行自由组合和排序。其中自定义前缀、

楼层、叠合板类型用户可通过修改按钮对名字进行修改，如自定义前缀项程序提供的名

字为 YB，用户可通过修改按钮将名字修改为 YZB。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按用户自定义的名称规则对叠合板进行命名，命名顺序为

先左至右，后下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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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打开旧图

如果用户已经绘制过板底平面布置图，或者大样详图，再次打开板施工图时可以通

过“打开旧图”查看已绘制的图形，但是打开旧图时不能保存原叠合板数据，所以其他

的叠合板相关编辑都无法使用。

4.4 平面图

平面图菜单下包括板底平面布置图和钢筋平面图。

4.4.1 板底布置平面图

板底平面布置图即叠合板平面布置图，执行该菜单命令图面中会绘制出叠合板平面

布置图。

当没有在【板施工图】模块或使用本模块的钢筋修改命令生成楼板配筋数据时，执

行“板底布置平面图”菜单功能，程序会自动计算实配钢筋，但不会存储该配筋数据。

图面中按实际画出叠合板底板的布置，标注各底板的宽度和接缝的宽度，标注底板

的名称，对于单向板的板之间板缝标注字符“MF”，密缝的意思，对于双向板的板之间

板缝标注字符“JF”，接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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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钢筋平面图

执行该菜单命令会在平面图中集中显示叠合板的二维钢筋，可快速查看所有叠合板

的钢筋形式是否正确、是否有钢筋碰撞等。生成的钢筋平面图形式如下图所示：

4.5 修改

修改菜单下集成了叠合板深化细节修改功能，包括叠合板三维编辑、叠合板名称修

改、桁架筋位置修改、吊点位置修改、预埋件批量修改、详图布局修改。

4.5.1 叠合板三维编辑

叠合板三维编辑用于单块叠合板深化细节的修改，单击该菜单后在平面图中选择需

要编辑的板块，会弹出所选板块的三维编辑对话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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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由三部分组成：左侧为常驻参数；中间为叠合板块的显示；右侧为临时参数

对话框，当点击洞口和埋件中的按钮时会弹出。

（1）叠合板显示区域

通过在叠合板显示区域进行相关设置可实现局部钢筋伸出长度、直径、弯钩形式、

复制、移动、删除的调整；可实现桁架筋增加、删除、长度调整的功能；可实现插入加

强筋的功能。

1）局部钢筋伸出长度、直径、弯钩形式的调整

局部钢筋指在三维模型中通过单击或框选钢筋选择的钢筋。

单选或框选钢筋在三维编辑对话框中的三维视图和二维视图下均可以进行，选择后

钢筋会加粗显示并弹出属性对话框，通过对话框中的修改伸出长度、钢筋直径、竖筋弯

钩修改参数可实现局部钢筋伸出长度、直径、弯钩形式调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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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钢筋复制、移动、删除的功能

方式一

选择局部钢筋后（选择方式见上一条说明）会弹出对话框，对话框中含有“复制”、

“移动”、“删除”按钮，通过相应按钮可对选择的局部钢筋进行复制、移动、删除的

操作。

选择局部钢筋，点击“移动”和“复制”按钮后移动鼠标即可移动和复制移动所选

钢筋，移动到大致位置后点击鼠标左键会弹出移动距离对话框，输入准确的移动距离即

可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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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

除了上面复制、移动、删除局部钢筋操作外，软件还提供另一种操作方式。

叠合板三维编辑中点选某个间距或框选局部几个间距，即可弹出所选间距修改对话

框，通过删除、增加、修改间距列表栏中数值的方式实现钢筋复制、移动、删除的功能。

间距列表栏中间距表示以间距范围内左端或下端第一根钢筋为基准位置钢筋，后面的间

距依次以这根钢筋往后排。

当更改间距数值时，列表栏下部会有相应的文字提示，提醒用户设置的间距数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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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合理。单选或框选某几个间距后，会在列表栏中顺序输出选择的间距，更改间距后会

实时提示信息，信息包含的内容有所填间距数值是否有效、所填间距数值总和、可填间

距数值总和最大值、删除或增加钢筋信息。

所填间距数值总和：输出间距列表栏所填间距数值总和。如上图所填间距为

200+200+200+300=900，提示信息总和为 900。

可填间距数值总和最大值：该最大值为选择间距数值与后面未被选择的第一个间距

之和，如上图选择间距为 200、200、400，后面未被选择的第一个间距为 200，总和为

200+200+200+400=1000，提示信息中最大值为 1000。这是因为所选间距的第一根钢筋

为基准位置钢筋位置不变，所选间距其他相关钢筋移动范围包括后面第一个未选间距。

是否有效：当所填间距数值总和大于可填间距数值总和最大值时，会输出无效并显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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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或增加钢筋信息：间距有效时，所填间距为基准位置钢筋后面每根钢筋的位置，

当间距个数与初始选择个数不一致时，会产生增、删钢筋的效果。

3）插入加强筋功能

局部钢筋复制后，单击或框选复制后的钢筋会弹出钢筋属性对话框，将钢筋类型参

数改为加强筋即可。将复制后的钢筋设置为加强筋属性后，三维显示和二维详图中该钢

筋会变为黄色，并在钢筋统计表中单独命名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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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桁架筋增加、删除，位置、长度修改功能

叠合板三维编辑中单击选择某个桁架筋即可弹出桁架筋属性修改对话框。通过修改

对话框中参数即可实现桁架筋增加、删除、调整位置、修改长度的功能。操作方式同普

通钢筋。

（2）左侧常驻参数

1）横向钢筋、竖向钢筋布置调整参数

参数中输出了横向钢筋和竖向钢筋的间距，可通过修改其中的钢筋间距数值，实现

调整任意钢筋位置的功能，通过增减间距数值个数，实现增删钢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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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子筋长度参数

通过参数可以实现上、下、左、右胡子筋伸出长度的调整，对于上、下胡子筋可以

设置是否有弯钩。

3）添加洞口

除了在建模中添加叠合板洞口外，叠合板三维编辑中也提供添加洞口的功能，点击

“添加洞口”按钮会弹出洞口尺寸设置对话框，设置洞口尺寸后在叠合板显示窗口进行

添加，洞口输入时建议在二维视图下进行。洞口遇到钢筋后会自动进行弯折或截断避让，

避让形式根据叠合板参数中设计的洞口尺寸限值确定。

4）添加埋件

除了在建模中添加线盒外，叠合板三维编辑中也提供添加线盒和止水节的功能，点

击“添加埋件”按钮会在对话框右侧弹出临时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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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对话框中点击“线盒”按钮会弹出附件库选择对话框，可以选择对话框中需要

的线盒规格后即可进行添加，添加操作同洞口输入，添加线盒时可选择生成杯梳的方向，

布置完成后相应的二维详图附件统计表中附件编号、附加规格、附件名称均取自附件库

中定义的值。

单击“止水节”按钮，进入附件库选择界面，选择需要的止水节类型，点击“确定”

按钮，即可将该止水类型读到对话框中。埋件对话框中读入止水节类型后，即可在三维

模型上布置所选择的止水节，布置再附件库中选择的止水节后，相应的二维详图附件统

计表中附件编号、附加规格、附件名称均取自附件库中定义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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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出到构件库

叠合板三维编辑中可实现导出到构件库的功能。

4.5.2 叠合板名称修改

叠合板名称由用户软件自动生成，参考“叠合板命名与归并”，用户可以通过本功

能进行自定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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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桁架筋位置修改

执行“叠合板桁架筋修改”菜单功能，会绘制出整层叠合板桁架筋位置示意平面图，

单击选择叠合板块会弹出该板块的桁架筋间距对话框，输入需要修改的间距数值，点击

确定后桁架筋平面图中会实时显示修改后的桁架筋位置。

4.5.4 吊点位置修改

吊点修改目前只支持吊环的形式，当自动生成的吊环位置不满足用户要求时，可通

过“吊点位置修改”菜单进行调整，位置调整菜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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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吊点位置修改”选择需要修改的叠合板块，会弹出该块叠合板的位置修改对

话框。“吊点排布”可控制吊点数量，示意图中的所填数值可控制吊点位置，填写规则

同参数设置，最下面的下拉框可控制修改的板块类别，包括只修改同名叠合板、只修改 x

向长度相同的叠合板、只修改y向长度相同的叠合板和只修改xy向尺寸均相同的叠合板。

4.5.5 预埋件批量修改

建模中在导入或布置的线盒时，不能进行埋件库中线盒规格的选择，因此设置了预

埋件批量修改的功能。

执行“预埋件批量修改”菜单命令，会生成埋件布置的平面图，框选需要进行修改

的线盒即可弹出线盒规格设置对话框，对话框中可以在附件库中选择线盒规格，还可以

手工输入线盒信息，点击“确定”即可完成线盒属性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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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详图布局修改

该菜单功能可实现叠合板二维详图图面布局修改功能。

执行详图布局修改，点击平面布置图中的叠合板块会弹出详图布局修改对话框，单

击“选择”按钮会弹出叠合板列表，选择需要调整详图布局的叠合板，程序根据用户反

馈提供了两种固定形式的叠合板布局样式，还可进行位置的自定义调整。

布局一：同以前版本的详图排布方式，左上角为模板图，模板图左面为配筋图，下

面为钢筋表。

布局二：新增固定布局，左上角为模板图，模板图左面为配筋表，下面为配筋图。

自定义：选择自定义后，单击“布局调整”，在右侧窗口鼠标左键单击需要调整的

图素示意框，放置在相应位置即可。放置过程中可以其他示意图框对齐，此时放置的位

置为绝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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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详图

详图菜单下包括批量绘制详图、由构件库导入绘详图、叠合板三维编辑、插入图块。

4.6.1 批量绘制详图

批量绘制详图菜单用于叠合板二维详图的绘制。

绘制叠合板详图选择方式有两种，分别为对话框中选择、图面框选，如下图所示：

对话框中选择：即绘制叠合板大样详图时可以通过左侧绘制列表选择。

图面框选：在图中窗选一定区域，绘制选择区域内的叠合板详图。

参数中勾选“对话框选择时”，执行“批量绘制详图”菜单命令会弹出当前层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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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叠合板底板列表，用户可勾选当前需画详图的叠合板，再在绘图窗口中选取绘图位

置，程序自动在选取位置画出被勾选叠合板的模板及配筋详图，当勾选“绘轴测图”时，

二维详图中包含该板块的三维示意图。

参数中勾选“图面框选”时，执行“批量绘制详图”菜单命令行中会提示“框选要

绘制详图的叠合板”，这时可在叠合板布置平面图中框选需要绘制详图的叠合板块，然

后选择绘制区域后即可完成二维详图的绘制。

绘制完成的某双向叠合板底板二维详图如下，包含模板图、配筋图、剖面图、钢筋

表、三维示意图、构件位置示意图、图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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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由构件库导入绘详图

通过三维编辑对话框中的按钮可将叠合板块保存到构件库中，保存到构件库中的构

件可实现不同工程间调用绘图。

执行“由构件库导入绘详图”菜单功能，即可弹出构件库对话框，选择某个板块后

可进行板块参数的修改，点击“确定”之后便可选择区域绘制叠合板详图，如下图所示：

4.6.3 叠合板三维钢筋

该功能可以可以在图面中点选查看某块叠合板的三维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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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插入图块

程序内置了丰富的节点连接详图。

执行“插入图块”菜单功能，会弹出叠合板图库管理对话框，可以选择不同的节点

详图插入到二维详图或平面图中，如下图所示：

程序提供的节点大样库储存在如下图所示文件夹下，每个节点大样以 CAD 图块的形

式存在，用户也可以打开自有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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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统计表

统计表菜单下包括叠合板统计表、预制率统计表。

4.7.1 叠合板统计表

对本层的叠合板进行汇总，统计同一编号叠合板的数量、体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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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预制率统计表

对本层叠合板的预制率和装配率进行统计。

由于各地对预制率和装配率没有统一的计算规则，软件给出了按不同计算方法得出

的比值。

房间比是布置预制叠合板的房间与本层全部房间个数的比值。

面积比是布置预制叠合板的房间面积与本层全部面积的比值，这里叠合板房间面积

是按照房间周边轴线围成的面积计算的。

体积比（含后浇砼）是布置叠合板的房间楼板的砼体积与本层全部楼板砼体积的比

值，叠合板房间的砼体积是按房间周边轴线围成的面积乘以楼板总厚度计算的，也就是

说他包含了后浇部分砼的体积。

体积比（不含后浇砼）是布置叠合板的房间仅预制底板的砼体积与本层全部楼板砼

体积的比值，这里叠合板房间的砼体积是按照每一块预制底板的体积乘以该房间总块数

得出的，不包含后浇部分砼的体积，也就是说不包含后浇层、板缝、房间之间的后浇部

分的体积。

4.8 计算书

计算书菜单下包括统计表导出 Excel、叠合板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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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统计表导出 Excel

本功能将全楼的叠合板统计表导出到 Excel，对每层的叠合板数量、体积及钢筋重量

进行统计。

4.8.2 叠合板计算书

本功能可进行叠合板的吊装、脱模验算。

执行“叠合板计算书”菜单功能，在平面布置图中选择需要进行吊装脱模验算的叠

合板块，即可生成该版本的 Word 版吊装脱模验算计算书。程序参考《装配整体式叠合

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DG/TJ 08-2266-2018 中附录 A 进行脱模吊装验算，验算内容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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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移动标注

通过该命令可将叠合板二维详图中的模板图、配筋图等图素整体移动，类似于 CAD

图纸中组，比如执行该命令后在配筋图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左键，即可整体整体移动配筋

图。不点击菜单直接在二维详图中单击鼠标左键也可实现同样的移动效果。

4.10 修改数据

修改数据菜单下包括数据刷、删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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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数据刷

该菜单功能可实现叠合板细节拾取布置的功能，对于相同的叠合板块，如果修改过

某一个板块的细节，可通过拾取布置命令将该板块上的细节拾取复制到其他形同板块上。

单击“数据刷”命令，即可生成用于拾取布置选择的平面图，对于使用过修改菜单

栏下的功能比如“叠合板三维编辑”、“桁架筋位置修改”等进行过修改，平面图内的

板块会显红，同样拾取布置的源构件也来源于进行过修改的板块，选择某一显红的板块

会在该板块上提示“源”代表该板块为源构件，对于可以进行复制的板块会标记为“可

选”，表示源构件的细节可复制到该块叠合板上。

4.10.2 删除数据

进行过编辑的叠合板块，比如“叠合板三维编辑”、“桁架筋位置修改”等修改，

会将修改后的深化细节存储，这时再修改某些总参数时不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想对

该板块恢复默认，需要用到该功能。

程序提供了全部清除和部分清除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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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清除会将所有进行过修改的板块全部恢复默认，执行“全部清除”菜单功能，

会弹出提示对话框，选择“是”会全部恢复默认，这时执行“板底布置平面图”菜单功

能，即可恢复成初始进来的状态。

实际操作时，有时只需清除某块叠合板上的修改数据，3.1.0 版本提供了清除某块叠

合板上的修改数据的功能。

执行“部分清除”菜单功能，会生成一个平面图，平面图内如果有进行过编辑的叠

合板块会显示为红色，平面图中单选或框选需要清除三维编辑数据的板块即可完成清除，

清除后需要重新绘制板底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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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PK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

PK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在很多地方应用多，软件参照华北标专项图集《PK 预应力

混凝土叠合板》13BGZ2-1 编制。

PK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在板跨方向设置比总板厚小约 25mm 高的肋梁，肋梁中布

置预应力钢筋，沿肋梁长度方向布置若干孔洞，为的是布置叠合板横向方向的钢筋。其

预制底板很薄，为 30mm。

PK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有 2 种宽度的板型，1 米宽和 0.5 米宽。用户在叠合板定义

时须输入板宽 1000mm 或 500mm。其中的板厚参数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楼板总厚度输

入正确，因为楼板的支座钢筋需要由软件计算得出，软件需要有楼板总厚度数据。软件

对 PK 预应力叠合板的名称自动按图集的规则生成，因此在定义时也不必输入叠合板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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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的编号规则如下图所示。

由于 PK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是标准板型，因此需要由用户根据所布置房间的楼板跨

度和附加荷载确定薄板板号，在楼板布置时输入 1T-6T 的选型，即编号规则图的水平杠

右边的内容。

布置对话框上勾选了 PK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后，桁架钢筋的相关参数自动灰掉，即

不再需要输入桁架钢筋。

对于 PK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的布置可由用户选择按单向板布置或者双向板布置，主

要影响叠合板板宽方向的底筋和后浇部分的支座负筋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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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按照双向板计算的叠合板板宽方向的底筋，软件按照保护层厚度为用户填入的

预制底板的厚度计算的。

PK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编号按照华北标准图集 13BGZ2-1 规则自动生成。

在叠合板底板布置平面图菜单可输出如下图的 PK 叠合板布置图。

叠合板大样详图菜单当布置 PK 预应力叠合板时不起作用。

4.12 双 T 板设计

预制楼板增加预应力混凝土双 T 板结构形式，预应力混凝土双 T 板选取原则按照标

准图《09SG432-2》进行。



第 4章 叠合板施工图

121

预应力双 T 板的布置及绘图软件依照下图方式进行。在双 T 板顶部设置后浇叠合层，

双 T 板端部的肋梁搁置在倒 T 形梁或 L 形梁的挑耳上。

4.12.1 双 T 板定义及布置

软件在叠合板定义中增加双 T 板选项。

点击双 T 板定义后，弹出添加双 T 板布置类型对话框，软件自带的双 T 板类型库包

含标准图 09SG432-2 中所有的双 T 板类型，并可对双 T 板板厚进行修改。用户需根据房

间跨度、荷载等情况自己选出适宜的双 T 板类型，软件对双 T 板楼板不再进行结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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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点击叠合板布置菜单，叠合板类型处勾选“双 T 板”，选择合适的双 T 板类型

后即可进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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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布置 L 形或倒 T 形梁

由于程序参照双 T 板肋梁搁置在倒 T 形梁或 L 形梁挑耳上的布置方式，在布置双 T

板时需先布置倒 T 形梁和 L 形梁。搁置节点大样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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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T 形梁和 L 形梁按下面方式进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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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在建模中预制构件菜单下将倒 T 形梁和 L 形梁指定为预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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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上部结构计算

和一般结构相同。

4.12.4 楼板施工图下生成双 T 板平面布置图

点击板施工图叠合板菜单下的“板底平面布置图”，可以生成双 T 板的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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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 预制构件施工图中绘制预制 L 形和 T 形梁详图

在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可以绘制倒 T 形预制梁和 L 形预制梁的二维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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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平面图编辑
【平面图编辑】模块在【梁柱墙施工图】模块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功能。建模中预

制构件拆分布置完成之后，可以进入平面图编辑模块进行实配钢筋的查看和调整，也可

进行实配钢筋的接缝验算等。

【梁柱墙施工图】菜单模块如下图所示：

【平面图编辑】菜单模块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对【平面图编辑】菜单模块与【梁柱墙施工图】菜单模块差异菜单功能进行

说明。

5.1 绘新图、打开旧图

绘新图或打开旧图会生成包含普通现浇构件的平法标注信息和预制构件信息的平面

图，可使用钢筋修改命令修改构件的实配钢筋，平面标注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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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预制构件更新配筋

有的用户不需要进行深化阶段的设计，此时不需要进入【预制构件设计】模块，也

可进行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墙实配钢筋的接缝抗剪验算。

接缝抗剪验算时用到的钢筋来自预制构件的配筋数据，但生成平面图后的配筋会储

存在现浇数据中，为了方便将平面图中的平法配筋读取到预制构件中，程序提供了该菜

单功能，执行该菜单功能会将平法图中修改后的实配钢筋临时存储到预制构件上，这时

在该模块下也可实现实配钢筋下的接缝验算。

需要注意的是，该菜单功能只是将平法图中的配筋临时存到预制构件中，如果且楼

层或切模块储存在预制构件中的配筋会清除，下次进入后如果还需查看接缝验算需要再

次执行该菜单功能。如在【预制构件设计】模块读取了计算配筋，会存储到预制构件中，

这是不需要再执行该功能。

5.3 标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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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梁、柱、墙构件的平法标注是分层管理的，如果用户不希望将梁、柱、墙平

法标注的内容同时绘制在同一图上，可以通过菜单关闭梁、柱、墙中的某一标注图层。

5.4 图表绘制

通过“梁预制率”、“柱预制率”、“墙预制率”菜单可生成梁、柱、墙的预制率

统计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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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表绘制菜单下的边缘构件表，后浇节点的边缘构件名称将以“GHJ”开头，

在后浇节点大样中，为了画出预制墙钢筋伸出到后浇节点的状况，还特别以较暗的颜色

把预制墙伸出到后浇节点部分的钢筋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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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 T 形构造边缘构件的后浇节点大样详图，白色实线以外为预制墙部分，红色

粗线为后浇节点的钢筋，暗色粗线为预制墙的钢筋，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预制墙端的

分布钢筋伸出到后浇节点搭接的情况。

上图为转角墙处 L 形构造边缘构件的后浇节点大样详图，白色实线以外为预制墙部

分，红色粗线为后浇节点的钢筋，暗色粗线为预制墙的钢筋。从图中可以看出，横向预

制墙伸出边缘构件箍筋到后浇节点，因为该处边缘构件较长，预制墙左端也是边缘构件

的一部分，竖向预制墙的分布钢筋伸出到后浇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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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画法切换

画法切换中包括平面图标注图、套筒布置图、二维碰撞、抗剪计算结果、预制构件

布置图。

平面标注图：包含普通现浇构件的平法标注信息和预制构件信息，如下图所示：

套筒布置图：包含预制柱和预制墙的套筒示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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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碰撞：可将所有预制构件的钢筋投影到平面上，方便查看是否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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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剪计算结果：输出预制梁端、预制柱底、预制墙底的抗剪计算结果简图，如下图

所示：

预制构件布置图：只标注出预制构件名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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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插入图块

插入图块功能同【叠合板施工图】模块。

5.7 专项验算

预制梁端抗剪、预制柱底抗剪、预制墙底抗剪验算功能请详见第 11 章内容。

预制梁吊装验算

在专项验算菜单下，设置了“预制梁吊装”菜单，点取该菜单后选择需要验算的预

制梁。弹出 word 文本输出预制梁的吊装、脱模验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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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梁验算为两吊点验算，各吊点距离相邻梁端为 0.207L，此时由自重产生的最大

正弯矩等于最大负弯矩。预制梁吊装验算内容为边缘混凝土拉应力验算。

吊装脱模验算的荷载按《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2014 进行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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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柱吊装验算

预制柱吊装验算在“专项验算”菜单下进行(见下图)，点取该菜单后将进行本层所有

预制柱的吊装验算。

首先弹出本层全部预制柱吊装验算结果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每一根预制柱只输出他

的验算计算结果的简化报告，没有中间过程。

这以后可以用鼠标点取平面上的预制柱，将弹出所选预制柱的详细的吊装计算书。

预制柱吊装采用两点起吊，各吊点距离相邻梁端为 0.207L，此时由自重产生的最大正弯

矩等于最大负弯矩。截面验算按钢筋混凝土对称配筋纯受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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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墙吊装验算

吊点位置在预制墙上侧，其左右侧的位置由预制构件参数确定。

吊点在预制墙厚度方向的位置由软件自动计算确定，对于预制外墙软件根据内叶墙、

保温层、外叶墙的重量计算形心位置作为吊装点位置。

专项验算菜单下的预制墙吊装验算菜单可自动给出所有预制墙的吊装验算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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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取某一预制墙，可弹出该墙的详细的吊装计算书，某预制外墙吊装验算书如下图。

从该计算书可以看出，软件分别计算了预制墙的保温层、外叶墙、内叶墙的重量，从而

得出预制墙总重，并按照两个吊点进行吊装验算，给出每根吊杆的内力和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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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预制构件设计

【预制构件设计】模块可进行预制构件的深化设计、附件库管理、编号规则设置和

二维详图绘制等功能。

【预制构件设计】菜单模块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依次对该模块下菜单进行说明。

6.1 深化流程概述

3.1.0 版本预制构件深化设计新增单构件深化细节批量修改的功能，形成以总参数初

始赋值、规格化深化参数批量修改、精细化细节三维编辑三种深化编辑手段递进式的深

化设计流程。3.1.0 版本主要改进批量编辑和三维编辑中的深化细节参数，展望后面版本

会增加初始赋值参数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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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数

单构件深化细节批量修改

单构件深化细节批量修改提供的参数如下图所示（以梁为例，具体内容详见后面的

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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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构件深化细节三维编辑修改

在三维模型中选择构件单击鼠标右键即可弹出快捷菜单，点击“编辑”即可弹出三

维编辑窗口，单构件深化细节三维编辑可修改无法规格化的细节，比如单根钢筋的位置、

设备附属件的布置等，也可通过单构件三维编辑实现调整，同时也可进行规格化细节的

再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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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作树

装配式三维模型左侧会生成工作树列表，其中包括预制构件和现浇构件。可通过鼠

标右键进行显隐控制，支持分级和分图素显隐；在构件编号中点击鼠标右键可进行三维

编辑和二维详图的绘制；通过在构件编号中点击鼠标左键可实现构件查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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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版本为了提高用户使用的舒适度，加快软件使用过程中切换的效率，在项目工

作树面板面板上集成项目面板，用户可以通过单击项目面板上的选项，直接进入对应的

本层三维和预制构件详图的多文档。

6.3 打开/重绘

装配式设计采用的是独立的三维显示模型，与建模不共用，因此在设计时需要打开

装配式模型。

“打开”：当不存在装配式三维模型时，执行该命令会生成新的装配式三维模型，

此时同“重绘”命令；当存在装配式三维模型时，执行该命令会打开已有的三维模型。

“重绘”：重新生成装配式三维模型。

不管是“打开”或“重绘”都会对比预制构件数据与三维图面是否一致。

当使用“打开”时，如果三维图面有些问题可以用“重绘”来修复一下三维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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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参数

参数中可进行部分配筋深化参数和附件参数的总参数深化设计设置。

（1）预制梁总参数

预制梁总参数如下图所示：

1）中间节点预制梁底筋锚固形式

中间节点预制梁底筋锚固形式分为“机械连接”、“锚板”、“弯钩”三种形式。

选择“机械连接”时，位于中部节点的预制梁底筋伸出长度为伸入到柱中心位置。

选择“锚板”时，位于中部节点的预制梁程序会自动判断底筋按直锚构造是否满足，

如支座柱边长不满足直锚要求，会按锚板进行设计，伸出长度取自锚板构造要求，具体

构造尺寸可参考批量编辑中的自动计算。

选择“弯钩”时，位于中部节点的预制梁程序会自动判断底筋按直锚构造是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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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支座柱边长不满足直锚要求，会按弯锚进行设计，伸出长度取自弯锚构造要求，具体

构造尺寸可参考批量编辑中的自动计算。

2）端节点预制梁底筋锚固形式

端节点预制梁底筋锚固形式分为 “锚板”、“弯钩”两种形式。

选择“锚板”时，位于端节点的预制梁程序会自动判断底筋按直锚构造是否满足，

如支座柱边长不满足直锚要求，会按锚板进行设计，伸出长度取自锚板构造要求，具体

构造尺寸可参考批量编辑中的自动计算。

选择“弯钩”时，位于端节点的预制梁程序会自动判断底筋按直锚构造是否满足，

如支座柱边长不满足直锚要求，会按弯锚进行设计，伸出长度取自弯锚构造要求，具体

构造尺寸可参考批量编辑中的自动计算。

3）预制梁箍筋形式

该参数控制预制梁箍筋的形式，预制框架梁箍筋形式有“整体封闭箍筋”、“组合

封闭箍筋”、“加密区整体封闭箍筋，非加密区组合封闭箍筋”三个选项；预制非框架

梁箍筋形式有“整体封闭箍筋”、“组合封闭箍筋”两个选项，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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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制梁箍筋采用组合封闭箍筋形式时箍筋帽形式

该参数控制采用组合封闭箍时箍筋帽的形式，有“两端 135 度弯钩箍筋帽”、“一

端 135 度另一端 90 度弯钩箍筋帽”两个选项，如下图所示：

5）预制梁起始端、终止端第一道箍筋距梁端距离

该参数控制梁端第一道箍筋距梁端距离，如下图所示：

6）预制梁构造腰筋伸入到柱内

该参数控制构造腰筋是否伸入到柱内，如下图所示：

勾选该选项后，构造腰筋深入的柱内，同时预制梁端接缝验算考虑构造腰筋的面积，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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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勾选时，构造腰筋不深入的柱内，预制梁端接缝验算不考虑构造腰筋的面积，如

下图：

7）预制梁构造腰筋伸入到柱内

该参数控制腰筋是否在主次梁槽口内截断，如下图所示：

8）钢筋弯折斜率

该参数中数值为梁纵筋手动和自动弯折时钢筋弯折斜率，默认为 1：6。

主动避让包括三维详图中的预制梁钢筋避让；自动避让包括梁底筋自动避让墙边缘

构件的竖向筋。

9）钢筋弯折端部在构件范围内水平直线段长度

该参数控制钢筋弯折端部在构件范围内水平直线段长度，所填数值控制钢筋弯折终

止端距梁端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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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预制梁与其下填充墙合并制作

当预制梁下面有预制填充墙时，勾选该选项，绘制二维详图时会生成梁带填充墙的

形式。

（2）预制墙总参数

预制墙总参该处只介绍配筋和附件相关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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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窗下墙配筋相关参数

门洞窗下墙钢筋直径：该参数控制门洞窗下墙钢筋的直径。

门洞窗下墙纵筋间距：该参数控制门洞窗下墙的纵筋最大间距。

门洞窗下墙横筋间距：该参数控制门洞窗下墙的水平筋最大间距。

2）预制墙钢筋

预制墙水平筋伸出长度（填-1 为锚固长度）：该参数控制预制墙水平筋的伸出长度。

填写-1 时为锚固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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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墙水平筋末端弯钩形式：该参数控制预制墙水平筋的弯钩形式，包括 135 度弯

钩和直角弯钩两种。

预制墙连梁箍筋形式：预制墙连梁箍筋形式包含整体封闭箍筋和组合封闭箍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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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墙窗间墙按非承重构件设计：当预制墙上布置有两个门窗洞口时，如果两洞口

之间墙肢较短时，实践上常将其设置为构造钢筋墙，不按承重剪力墙处理，此时可勾选

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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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吊点控制参数

预制墙左侧吊点离左边界距离：预制墙左侧吊点离左边界距离，此处左边界为内叶

墙左边界。默认数值为 0.207*L，此处 L 为内叶墙长度。

预制墙右侧吊点离右边界距离：预制墙右侧吊点离右边界距离，此处右边界为内叶

墙右边界。默认数值为 0.207*L，此处 L 为内叶墙长度。

预制墙吊点的横截面位置：预制墙吊点的横截面位置，填-1 为自动按重心计算的吊

点横截面位置。默认数值为-1。

（3）预制柱总参数

预制梁总参数如下图所示：

1）预制柱纵筋选筋库

预制柱根据预制柱纵筋选筋库中所选的规格进行选筋。

2）纵筋位置确定参数

纵筋位置设置相关参数有三个，分别为“纵筋位置确定方式”、“预制柱套筒截面

处箍筋保护层厚度”、“角筋中心距柱边距离”。

“纵筋位置确定方式”包括“按保护层厚度确定”和“按角筋中心确定”两种方式。

勾选“按保护层厚度确定”时，程序会读取“预制柱套筒截面处箍筋保护层厚度”参数

中设置的数值，初始生成预制柱钢筋位置时，首先确定套筒处箍筋的位置，然后依次确

定其它钢筋的位置；勾选“按角筋中心确定”时，程序会读取“角筋中心距柱边距离”

参数中设置的数值，初始生成预制柱钢筋位置时，首先确定纵筋的位置，然后依次确定

其它钢筋的位置。

3）预制柱套筒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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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用于设置预制柱初始生成的套筒类型，选择套筒类型后，在进行预制柱套筒

选型会读取附件库中相应的套筒类型。初始赋值选取规则为程序会根据该参数中选择的

套筒形式（半灌浆套筒或全灌浆套筒）和纵筋直径自动在附件库中选取同径套筒。程序

初始赋值完成后，可通过批量编辑和三维编辑进行修改。

6.5 读计算配筋

以前版本每次打开或重绘时，都会自动生成配筋数据库，导致效率比较慢，3.1.0 版

本在每次打开或重绘时如果有新增的预制属性或修改了平法配筋，不会自动更新配筋数

据库，需要手动读入，手动读入菜单如下图所示：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158

手工读入配筋数据分为统一读入、单构件读入和自动搜索读入。

统一读入，可以按构件类别统一读入实配钢筋数据，对于已经进行过配筋深化的构

件也会重读实配钢筋。

单构件读入，可以只选取某个预制构件进行配筋读入，对于已经进行过配筋深化设

计的构件可以保留深化细节。

自动搜索读入，可以自动搜索未配筋的预制构件，已进行配筋的预制构件不重读实

配钢筋。

通过本次流程修改，对于下图单层模型，打开时间大约缩短了一半。

6.6 视图

6.6.1 视图切换

视图切换下拉菜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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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任意切换本层三维、全楼三维、平面图视图、详图视图，每种视图都会通过多

文档打开。

6.6.2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下拉菜单如下图所示：

6.6.2.1 项目工作树

该菜单功能控制打开工作树。

6.6.2.2 模型精度级别

精度控制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低精度时预制梁轮廓不显示键槽和凹口，钢筋

采用三边形显示；中精度时钢筋采用五边形显示；高精度时钢筋采用八边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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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下模型，采用低精度时内存好用约为高精度时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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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3 楼梯精度级别

可以控制本层三维中楼梯是否显示防滑槽、挑耳等。

6.7 补充拆分及修改

该菜单栏内内容用于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墙、预制填充墙的补充拆分和修改，大

部分菜单功能同建模模块的【预制构件拆分】，不做详细介绍，下面说明特有的菜单功

能。

6.7.1 预制构件定义

预制构件定义下拉菜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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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预制凸窗子构件和预制填充墙子构件的建模。

6.7.1.1 预制凸窗子构件

3.1.0 版本增加带窗洞预制墙添加飘窗板子构件的功能。单击“添加预制凸窗子构件”

菜单，即可弹出飘窗设置参数对话框，设置完飘窗参数后，三维模型中点击需要布置飘

窗的带窗洞预制外墙，即可完成飘窗布置。

预制飘窗板设置参数包括上下及侧面飘板长度、厚度参数，上下飘板纵筋和分布筋

设置参数，侧面飘板纵筋和箍筋设置参数。

6.7.1.2 预制填充墙子构件

预制填充墙子构件可以指定洞口为填充墙、窗间墙为填充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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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预制构件修改

预制构件修改下拉列表包含预制墙、预制梁、预制空调板的修改项，其中预制墙和

预制梁修改项同拆分模块，此处不做介绍。修改下拉菜单如下图所示：

4.0.0 版本增加预制空调板合并的功能，合并后的空调板也可以通过空调板拆分功能

恢复成合并之前的状态，如下图所示两个房间的预制空调板挨在一起，可通过空调板合

并功能合并为一块空调板。

6.8 预制构件深化设计工具

该菜单下集成了预制构件深化设计的工具，包括深化细节批量编辑、钢筋碰撞检查、

预制梁底筋避让、安装方向设置、拾取布置。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164

6.8.1 深化细节批量编辑

单构件深化细节批量修改提供了预制构件规格化参数快速修改工具，构件类别包括

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墙、预制楼梯、预制阳台、预制空调板。

预制构件深化细节批量编辑参数覆盖预制构件深化设计的三方面，包括轮廓细节深

化参数、配筋细节深化参数和附属件细节深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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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1 预制梁

点击深化细节批量编辑菜单栏下“预制梁”菜单，即可弹出预制梁深化细节批量编

辑对话框，分“轮廓”、“配筋”、“附件”三个深化参数页，三个深化参数页深化细

节单独控制，如在“轮廓”参数页面下设置好需要修改的轮廓后，点击“选构件”按钮，

即可在三维模型中单击选择需要修改的预制梁，单击选择后即可将设置的相关参数赋值

到所选择的构件上。当勾选“单一构件编辑”时只将修改参数赋值到所选预制梁上；当

不勾选“单一构件编辑”时则将修改参数赋值到与所选预制梁具有相同编号的所有预制

梁上。

预制梁批量编辑中包括轮廓、配筋、附件三大类参数集，进行预制梁批量编辑是以

某一大类参数集为基本的参数设置单元，每类参数集下包含多个独立的设置参数。如在

预制梁“轮廓”参数集对话框中“选构件”进行某根预制梁批量编辑，“轮廓”内的所

有参数均会赋值到所选构件上，这时当只想修改某个参数时，也需要将不需修改的参数

设置正确。

为方便用户快速完成批量编辑中的参数设置，4.0.0 版本预制梁批量编辑中增加拾取

预制梁已有参数功能，在批量编辑某一类参数集下点击“拾取参数”，选择需要读取的

预制梁，即可将相关参数反读到参数对话框中，这时只需要修改有变化的参数，其它的

参数设置不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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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轮廓细节参数

轮廓细节深化参数包括顶部凹口参数、键槽参数、搭接长度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

所示：

1）顶部凹口参数

顶部凹口设置参数分为“有凹口”和“无凹口”两种形式，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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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有凹口”时，可精确设置凹口侧壁厚度 t、凹口深度 h2、凹口上现浇部分高

度 h1、现浇层最小高度 h。拆分布置后预制梁的凹口侧壁厚度 t、凹口深度 h2 均取自设

置参数里的数值。凹口上现浇部分高度 h1 分为自动设置和手工设置两种形式，当勾选自

动设置时，h1=max（板厚，h-h2）；不勾选自动设置时，h1 直接取输入的数值。

选择“无凹口”时，可精确设置现浇部分高度 h1、现浇层最小高度 h，拆分布置后

预制梁现浇部分高度 h1 分为自动设置和手工设置两种形式，当勾选自动设置时，h1=max

（板厚，h）；不勾选自动设置时，h1 直接取输入的数值。

2）翻边设置参数

拆分阶段翻边参数包括是否设置翻边参数、翻边位置参数、以及翻边尺寸参数，如

下图所示：

“设置翻边”选项可以控制拆分预制梁时是否设置翻边，默认不勾选。

翻边位置参数包括“左翻边”、“右翻边”、“自动”三种设置选项。当勾选“自

动”选项时，程序会搜索预制梁两侧是否有楼板，自动在没有楼板的一侧设置翻边，如

果两侧都有楼板拆分时两侧均不会设置翻边，该选项为默认选项；当勾选“左翻边”或

“右翻边”时，程序不再判断两侧是否有楼板，强制在所选位置设置翻边。

翻边尺寸参数包括翻边厚度 t 和翻边高度 h，设置翻边高度时可选择自动伸至梁顶皮

（梁顶皮为楼板顶标高）或手动设置翻边高度 h，当手动输入的翻边高度数值超过梁顶

皮时会有弹框提示。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168

3）键槽参数

键槽设置参数分为“无抗剪键槽”、“非贯通键槽”和“贯通键槽”三种形式，设

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选择“无抗剪键槽”时，预制梁拆分布置后，不会生成抗剪键槽。

选择“非贯通抗剪键槽”时，可精确设置键槽个数、键槽深度、键槽内缩尺寸 c、键

槽宽度 w、键槽距梁底距离 d、键槽距梁侧距离 b、键槽间距 d2（键槽数量大于 1 时需

设置）。

选择“贯通抗剪键槽”时，可精确设置键槽个数、键槽深度、键槽内缩尺寸 c、键槽

宽度 w、键槽距梁底距离 d、键槽间距 d2（键槽数量大于 1 时需设置）。用户在拆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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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梁时，可通过相关数值精确设置键槽尺寸。

需要注意的是在拆分指定对话框下按用户填写数值布置键槽时，程序会自动判断用

户所填写键槽数值是否满足装配式规程要求，当所填数值不满足规程要求时，指定不上

预制梁。由于可能会存在框选指定的情况，为了避免弹框过多，所以 3.1.0 版本对于指定

不上的预制梁暂时不进行具体不满足条文弹框提示。

在批量修改和三维编辑对话框下按用户填写数值布置键槽时，由于选择的是某根已

定义预制梁，当所填某项数值不满足规程要求时，会输出不满足条款的弹框提示。

4）搭接长度参数

搭接长度参数可以设置预制梁与竖向构件的搭接长度，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2）配筋细节参数

配筋细节深化参数包括底筋参数、腰筋参数、箍筋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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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层厚度

可以设置预制梁的保护层厚度，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2）底筋锚固参数

对于同一根预制梁，伸出底筋锚固方式设置参数区分梁左端和梁右端，两端通过参

数分别进行控制，两端锚固参数相同，取左端参数进行详细介绍。

程序提供的梁端锚固形式包括直锚、90°弯锚、135°弯锚、机械连接、锚固板五种形

式，各锚固形式下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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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锚固形式下均包括自动计算和手工填写数值两种方式，当勾选自动计算时，程

序会参考国标图集和上海市住宅构造节点图集进行锚固长度的自动赋值，自动赋值细节

请见具体参数图例示意。当不勾选自动计算时，锚固长度需要用户自己填写准确数值，

程序支持两种数值填写方式，例如 320 和 35d，320 表示伸出长度为 320mm，35d 表示

伸出长度为 35 倍的钢筋直径。

需要注意对于连梁属性下的预制梁由于无法正确取 hc，所以不支持伸出长度自动计

算。

3）底筋缩进长度参数

当预制梁底筋包含不伸出钢筋时，可通过该参数设置所筋长度，参数设置如下图所

示。

缩进长度参数包括构造长度和手工填写数值两种方式，当勾选构造长度时，程序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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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长度为 0.1 倍净跨；当不勾选构造长度时，可手工输入內缩距离数值。

4）多排底筋净距调整参数

当预制梁包含多排底筋时，可通过该参数设置多排底筋间距，参数设置包括平直段

部分和弯折部分，如下图所示。

5）腰筋锚固参数

对于同一根预制梁，腰筋锚固方式设置参数区分梁左端和梁右端，两端通过参数分

别进行控制，两端锚固参数相同，取左端参数进行详细介绍。

程序提供的梁端锚固形式包括直锚、90°弯锚、135°弯锚、机械连接、锚固板、不伸

出六种形式，其中前五种锚固形式参数说明同底筋参数，请详见第 5.3.3.1 条。

不伸出形式与底筋不同，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腰筋缩进长度参数为手工填写数值方式，可手工输入內缩距离数值。

6）箍筋参数

箍筋参数中可设置箍筋加密区长度、第一根箍筋距起始端距离、箍筋类型。

勾选“自动计算”时，程序会根据构件抗震等级等属性自动设置加密区长度，不勾

选“自动设置”时，程序会根据填写的数值设置加密区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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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附件细节参数

附件细节深化参数可对吊件参数进行设置，包括吊件数量、吊件类型、吊件规格、

吊点位置，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1）布置数量和位置

通过布置数量和吊点位置参数可设置吊件的数量和位置，当吊件多余 2 个时，程序

只需输入端部吊件的位置，剩余吊件在端部 2 个吊件间均布。

2）吊件类型和规格

吊件类型包括吊钉和弯钩吊环，选择吊件类型后，可在规格下拉列表中快速选择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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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规格，下拉列表中的吊件规格来自于附件库中的数据，所以也可以打开附件库选择吊

件规格。3.1.0 版本预制梁吊件类型、规格初始赋值时，吊件类型默认会取附件库中的吊

钉 1。但展望后面的版本会在总参数中增加预制梁吊件类型的选择参数，并能自动根据预

制梁的重量选择合适的吊件规格。

点击“附件库”按钮，即可弹出针对本模型的附件库，由于选取了附件类型后再进

行附件规格选择，所以显示的附件库只包含所选类型的附件，避免了选择的干扰，在吊

顶类型下打开的构件库如下图所示：

附件库管理器中的附件规格可以增加、删除，也可修改某种规格下的参数。

6.8.1.2 预制柱

点击深化细节批量编辑菜单栏下“预制柱”菜单，即可弹出预制柱深化细节批量编

辑对话框，分“轮廓”、“配筋”、“附件”三个深化参数页，三个深化参数页深化细

节单独控制，如在“轮廓”参数页面下设置好需要修改的轮廓后，点击“选构件”按钮，

即可在三维模型中单击选择需要修改的预制柱，单击选择后即可将设置的相关参数赋值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175

到所选择的构件上。当勾选“单一构件编辑”时只将修改参数赋值到所选预制柱上；当

不勾选“单一构件编辑”时则将修改参数赋值到与所选预制柱具有相同编号的所有预制

柱上。

（1）轮廓细节参数

轮廓细节深化参数包括预制柱高度、柱顶键槽设置参数、柱底键槽设置参数，参数

布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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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包括预制柱高度设置参数，可设置柱顶现浇高度和柱底现浇高度，设置参

数如下图所示：

柱顶现浇高度设置参数包括自动计算和手工输入数值两种方式，勾选自动计算时，

拆分后上部后浇段高度会自动取柱周边梁的最大高度。不勾选自动计算时，拆分后上部

后浇段高度会取手工输入的数值。

柱底现浇高度设置参数为手工输入数值方式，拆分后上部后浇段高度会取手工输入

的数值，默认值为 20。

2）柱底键槽参数

柱底键槽设置参数可选择是否布置柱底键槽。当布置柱底键槽时，键槽尺寸参数可

设置键槽长度（d1、d2）、内缩尺寸 c、键槽深度。

在柱底键槽下还可设置键槽排气孔的高度。

3）柱顶键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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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顶键槽设置参数可选择是否布置柱顶键槽。当布置柱顶键槽时，键槽尺寸参数可

设置键槽长度（d1、d2）、内缩尺寸 c、键槽深度。

（2）配筋细节参数

配筋细节深化参数包括保护层厚度参数、灌浆套筒附件库选型参数、柱纵筋上部连

接方式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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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纵筋定位参数

可以设置纵筋在预制柱中的位置，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纵筋位置确定方式”包括“按保护层厚度确定”和“按角筋中心确定”两种方式。

勾选“按保护层厚度确定”时，程序会读取“预制柱套筒截面处箍筋保护层厚度”参数

中设置的数值，初始生成预制柱钢筋位置时，首先确定套筒处箍筋的位置，然后依次确

定其它钢筋的位置；勾选“按角筋中心确定”时，程序会读取“角筋中心距柱边距离”

参数中设置的数值，初始生成预制柱钢筋位置时，首先确定纵筋的位置，然后依次确定

其它钢筋的位置。

2）套筒参数

3.1.0 版本预制柱套筒初始赋值时，会根据预制柱总参数中选择的套筒形式（半灌浆

套筒或全灌浆套筒）和纵筋直径自动在附件库中选取同径套筒。同时套筒尺寸和纵筋插

入长度也会根据选择的套筒进行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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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柱套筒类型初始赋值后，可通过批量编辑功能和三维编辑功能实现套筒类型的

修改，两种方式下修改方式相同，参数中可设置套筒类型、套筒规格（角筋和边筋可以

设置不同的套筒规格），修改参数如下图所示：

套筒类型包括半灌浆套筒和全灌浆套筒，选择套筒类型后，可在规格下拉列表中快

速选择套筒规格，下拉列表中的套筒规格来自于附件库中的数据，所以也可以打开附件

库选择吊件规格。

3）纵筋连接做法

程序提供的柱顶纵筋连接方式形式包括插入套筒、直锚、锚固板三种形式，各锚固

形式下参数如下图所示：

各类锚固形式下均包括自动计算和手工填写数值两种方式。

插入套筒形式：勾选自动计算时，需要在附件库中选取上层柱的套筒类型（只为得

到钢筋插入套筒的长度 L1），预制柱纵筋上部伸出长度对根据所选上层柱套筒类型自动

取值；不勾选自动计算时，需要手工输入预制柱纵筋上部伸出长度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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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锚：勾选自动计算时，程序会参考国标图集和上海市住宅构造节点图集进行锚固

长度的自动赋值，自动赋值细节请见具体参数图例示意；不勾选自动计算时，锚固长度

需要用户自己填写准确数值，程序支持两种数值填写方式，例如 320 和 35d，320 表示

伸出长度为 320mm，35d 表示伸出长度为 35 倍的钢筋直径。

锚固板：勾选自动计算时，程序会参考国标图集和上海市住宅构造节点图集进行锚

固长度的自动赋值，自动赋值细节请见具体参数图例示意；不勾选自动计算时，锚固长

度需要用户自己填写准确数值，程序支持两种数值填写方式，例如 320 和 35d，320 表

示伸出长度为 320mm，35d 表示伸出长度为 35 倍的钢筋直径。

（3）附件细节参数

附件细节深化参数包括吊装附件参数和斜撑附件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1）吊装埋件参数

吊装埋件参数中可设置埋件排布方向、吊点类型和规格、布置数量和吊点位置，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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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件排布方向

可设置吊件的排布方向，排布方向分为 x 向和 y 向，x、y 向定义同普通柱的局部坐

标系。

吊件个数和位置

可设置吊件的个数和位置。

吊件类型和规格

吊件类型和规格选择方法同本章 6.8.1.1 节中预制梁吊件类型和规格设置说明。

2）斜撑埋件参数

斜撑埋件参数中可设置斜撑埋件类型和规格、布置数量和斜撑埋件位置，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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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撑埋件个数和位置

可设置斜撑埋件的个数和位置。

斜撑埋件类型和规格

斜撑埋件类型和规格选择方法同本章 6.8.1.1 节中预制梁吊件类型和规格设置说明。

6.8.1.3 预制墙

点击深化细节批量编辑菜单栏下“预制墙”菜单，即可弹出预制墙深化细节批量编

辑对话框，分“轮廓”、“配筋”、“附件”三个深化参数页，三个深化参数页深化细

节单独控制，如在“轮廓”参数页面下设置好需要修改的轮廓后，点击“选构件”按钮，

即可在三维模型中单击选择需要修改的预制柱，单击选择后即可将设置的相关参数赋值

到所选择的构件上。

（1）轮廓细节参数

轮廓细节深化参数包括外叶墙尺寸参数、窗启口设置参数、墙侧面粗糙面和键槽设

置参数、缺口空隙设置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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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叶墙基本参数

可设置保温板和外墙板的厚度。

2）窗启口参数

窗启口参数中可以设置是否布置窗启口，窗启口具体尺寸参数为默认值不可修改，

下个版本会添加尺寸修改参数，同样在批量编辑中同样存在该参数。

3）墙侧面构造参数

墙侧面构造可设置粗糙面或键槽。

4）缺口空隙参数

当预制墙面外有梁、阳台、空调板时，外叶墙或内叶墙为满足安装要求会预留缺口。

通过该参数可修改左右预留的空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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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筋细节参数

配筋细节深化参数包括水平筋深化参数和连梁配筋深化参数两类。参数布局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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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筋加密区隔一出一

程序默认墙身水平筋加密区为隔一出一形式。该参数控制墙身水平筋加密区是隔一

出一还是全部伸出。

2）预制墙水平筋伸出长度

图集中对于水平筋不同的弯钩形式和搭接形式有不同的伸出长度，程序内置了

“0.6laE+10”、“0.8laE+10”、“laE+10”、“1.2laE+10”四种快捷尺寸设置，也可

自定义伸出长度。

3）水平筋末端弯钩形式

水平筋末端弯钩形式可以设置 135 度弯钩形式和 90 度封闭形式。

4）连梁纵筋避让形式

水平筋纵筋避让形式可以设置不避让形式和弯折避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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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连梁纵筋避让形式

可以设置左右端连梁纵筋锚固形式，分为直锚、弯锚和锚板。

6）连梁箍筋形式

可以设置连梁箍筋为组合封闭箍形式或整体封闭箍形式。

（3）附件细节参数

附件细节深化参数包括吊装附件参数、支撑附件参数、拉模孔设置参数，参数布局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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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吊件位置

可设置吊件在预制墙内的位置。

2）吊件规格

预制墙吊件默认会取附件库中的吊钉 1，可以在批量编辑中修改吊件类型和规格。

点击“吊具规格”按钮，会弹出附件库对话框，选择吊件类型和规格后点击确定即

可将选择的吊件读取到批量编辑参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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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撑埋件规格

预制墙支撑埋件规格初始赋值时，支撑埋件规格默认会取附件库中的预埋螺母 1，可

以在批量编辑中修改支撑埋件类型和规格。

支撑埋件类型和规格选择方式同吊装埋件。

4）拉模孔设置

设置参数包括是否设置拉模孔、拉模孔间距、拉模孔距墙底距离、拉模孔距墙边距

离、拉模孔形式。

6.8.1.4 预制楼梯

点击深化细节批量编辑菜单栏下“预制楼梯”菜单，即可弹出预制楼梯深化细节批

量编辑对话框，分“轮廓”、“配筋”、“附件”三个深化参数页，三个深化参数页深

化细节单独控制，如在“轮廓”参数页面下设置好需要修改的轮廓后，点击“选构件”

按钮，即可在三维模型中单击选择需要修改的预制楼梯，单击选择后即可将设置的相关

参数赋值到所选择的构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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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轮廓细节参数

轮廓细节深化参数包括梯板平直段参数、销键孔参数、防滑槽及倒角参数，参数布

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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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板厚度

可以设置平直段的厚度。

2）挑耳长度

可以分别设置上下平直段外挑长度。

3）销键孔参数

销键孔设置参数可进行销键孔位置、上销键孔尺寸、下销键孔尺寸的修改，如下图

所示：

并且销键孔尺寸修改时，h1 或 h2 所填写的数值支持为 0.

4）防滑槽及倒角参数

防滑槽和倒角设置参数可进行是否设置防滑槽、防滑槽位置、防滑槽尺寸、倒角尺

寸的修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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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筋细节参数

配筋细节深化参数包括保护层厚度参数、梯板配筋参数、加强筋参数，参数布局如

下图所示：

1）保护层厚度

可以设置梯段的保护层厚度。

2）梯板配筋参数

梯板钢筋设置参数可进行梯板内各类钢筋的钢筋等级、钢筋直径、钢筋间距的修改，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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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筋设置参数

加强筋设置参数可进行吊点加强筋、销键孔加强筋、板边加强筋的钢筋等级、钢筋

直径的修改，如下图所示：

（3）附件细节参数

附件细节深化参数包括吊装附件参数、脱模附件参数、栏杆预埋件参数，参数布局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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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吊装埋件参数

吊装埋件参数如下图所示：

宽度方向个数

控制梯板中吊件的个数。

吊点所在踏步数

控制吊点布置在哪个踏步上。

吊点具体位置

图例中可修改吊点在踏步上的具体尺寸位置。

吊件规格

预制楼梯吊件类型、规格初始赋值时，吊件类型默认会取附件库中的预埋螺母 1。可

通过下拉列表快速选择其他的预埋螺母规格，也可以打开附件库选择吊件规格，选择方

式同本章预预制梁批量编辑吊件规格选择。

2）脱模埋件参数

脱模埋件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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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模埋件位置

可设置脱模埋件位于梯井侧或非梯井侧，以及脱模埋件的具体位置尺寸。

脱模埋件类型、规格

可设置脱模埋件的类型和规格，选择方式同本章 6.8.1.1 中预制梁吊装件选择方式。

3）栏杆埋件参数

栏杆埋件可选择预埋焊板或预留孔洞方式，每种方式下可设置埋件尺寸或规格、埋

件位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埋件位置

预埋焊板时可设置埋件在踏步正面或踏步侧面，图例参数中并可设置具体的踏步位

置。

预留孔洞时只布置在踏步正面，图例参数中可设置具体的踏步位置。

埋件尺寸和规格

预埋焊板时可设置埋件的规格，选方式同吊件选择。

预留孔洞时可在图例参数中可设置孔洞的具体尺寸。

6.8.1.5 预制阳台

点击深化细节批量编辑菜单栏下“预制阳台”菜单，即可弹出预制阳台深化细节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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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编辑对话框，分“轮廓”、“配筋”、“附件”三个深化参数页，三个深化参数页深

化细节单独控制，如在“轮廓”参数页面下设置好需要修改的轮廓后，点击“选构件”

按钮，即可在三维模型中单击选择需要修改的预制阳台，单击选择后即可将设置的相关

参数赋值到所选择的构件上。

（1）轮廓细节参数

轮廓细节深化参数包括搭接长度参数、封边尺寸参数、滴水槽参数，参数布局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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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搭接长度参数

可设置阳台板与梁或墙的搭接长度，如下图所示：

2）封边信息参数

封边参数包括设置封边位置、封边到墙身距离、封边尺寸设置，如下图所示：

3）滴水槽参数

滴水槽参数包括滴水槽位置、滴水槽尺寸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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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筋细节参数

配筋细节深化参数包括保护层厚度参数、底板配筋参数、桁架筋参数、封边钢筋筋

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1）保护层厚度

可设置预制阳台的保护层厚度。

2）底板钢筋参数

可设置底板钢筋的规格、底板钢筋的起止端位置、底板钢筋的端部接头方式。

3）桁架钢筋参数

可设置桁架筋的规格、位置。

4）外封板钢筋参数

可设置外封板钢筋的规格、接头形式。

5）侧封板钢筋参数

可设置侧封板钢筋的规格、接头形式。

（3）附件细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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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细节深化参数包括吊装附件参数、栏杆预埋件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1）栏杆埋件参数

可选择是否设置预埋件，设置预埋件后可以设置预埋件的位置、规格。

2）吊件参数

吊件类型、规格

可设置吊件的类型和规格。

吊钩布置方向

可设置吊环的布置方向。

吊件数量、位置

可设置吊件的数量和位置。

6.8.1.6 预制空调板

点击深化细节批量编辑菜单栏下“预制空调板”菜单，即可弹出预制空调板深化细

节批量编辑对话框，分“轮廓”、“配筋”、“附件”三个深化参数页，三个深化参数

页深化细节单独控制，如在“轮廓”参数页面下设置好需要修改的轮廓后，点击“选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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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按钮，即可在三维模型中单击选择需要修改的预制空调板，单击选择后即可将设置

的相关参数赋值到所选择的构件上。

（1）轮廓细节参数

轮廓细节深化参数包括搭接长度参数、滴水槽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1）搭接长度参数

可设置空调板与梁或墙的搭接长度。

2）滴水槽参数

滴水槽参数包括滴水槽位置、滴水槽尺寸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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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筋细节参数

配筋细节深化参数包括保护层厚度参数、底板配筋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1）保护层厚度

可设置预制空调板的保护层厚度。

2）底板钢筋参数

可设置底板钢筋的规格、底板钢筋的起止端位置、底板钢筋的端部接头方式。

（3）附件细节参数

附件细节深化参数包括吊装附件参数、栏杆预埋件参数，参数布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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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栏杆埋件参数

可设置栏杆预埋件的位置、数量、埋件类型、埋件规格。

2）吊件参数

可设置吊件的位置、吊件类型、吊件规格、吊环方向。

6.8.2 深化细节三维编辑

盈建科装配式设计软件提供了递进式的深化设计流程，前面介绍了总参数和规格化

参数批量编辑工具，接下来介绍深化细节三维编辑工具。

程序提供了叠合板、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墙、预制楼梯、预制阳台、预制空调板

三维编辑功能。在本层三维中选择构件单击右键或在工作树中构件名称上单击右键都可

调出构件三维编辑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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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1 预制梁

预制梁三维编辑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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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由三部分组成：左侧为常驻参数；中间为预制梁的显示；右侧为临时参数对

话框，当常驻参数对话框中的按钮时会弹出。预制梁三维编辑中程序提供的参数包括轮

廓参数、配筋参数和附件参数。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将设置的参数保

存到预制构件中

（1）左侧常驻菜单

左侧常驻菜单提供了轮廓细节、配筋细节、附件细节的参数。

点击按钮后会弹出右侧临时对话框，临时对话框中参数与批量编辑中提供的参数相

同，具体参数说明可参考单构件深化细节批量编辑功能。以梁端键槽参数为例，点击“梁

端键槽”按钮，会在右侧弹出临时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临时对话框中包含键槽类型、个数、尺寸设置参数，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修改”

按钮即可将修改后的键槽参数信息赋值到预制梁上，点击“还原”按钮即可将键槽恢复

到初始进入的参数状态。其他与批量编辑相同的参数在此不做说明。

常驻对话框中可进行钢筋规格的设置，可以设置底筋、腰筋的数量和直径，可设置

箍筋的直径和间距。

预制梁三维编辑中点击“腰筋避让”按钮，即可弹出腰筋位置和弯折形式设置对话

框，可以分排控制腰筋的位置和弯折形式，在列表中选择一排腰筋后，通过选择竖向偏

移方位（向上或向下）和偏移数值即可完成相应的竖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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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制梁显示区域

在中间显示的预制梁模型中双击单根底筋会弹出底筋避让编辑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整体偏移避让和弯折避让的尺寸。偏移避让参数中可设置上、下、

左、右以初始钢筋位置为基准的整体偏移距离；弯折避让中梁起始端和终止端分别进行

设置，可以设置上、下、左、右弯折的尺寸，弯折角度以及弯折端部距离预制梁端的距

离通过总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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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2 预制柱

预制柱三维编辑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在预制柱三维编辑界面，选择“二维详图”视图后模型显示框会显示套筒位置的剖

面图，在剖面图中点击绿色的尺寸标注会弹出数值修改对话框，通过修改尺寸数值实现

调整纵筋位置的目的。程序可对非角筋在边长方向进行左右平移，调整时两对边的同位

置钢筋会同时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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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由三部分组成：左侧为常驻参数；中间为预制柱的显示；右侧为临时参数对

话框，当常驻参数对话框中的按钮时会弹出。预制柱三维编辑中程序提供的参数包括轮

廓参数、配筋参数和附件参数。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设置的参数保存到

预制构件中。

（1）左侧常驻菜单

左侧常驻菜单提供了轮廓细节、配筋细节、附件细节的参数。

点击按钮后会弹出右侧临时对话框，临时对话框中参数与批量编辑中提供的参数相

同，具体参数说明可参考单构件深化细节批量编辑功能，与批量编辑相同的参数在此不

做说明。

预制柱三维编辑中可进行灌浆面和支撑面的设置。

1）灌浆面设置

点击“纵筋参数”按钮，会弹出右侧临时对话框，点击“灌浆面设置”按钮即可弹

出灌浆面设置对话框，可以选择灌浆面所在位置，设置时 x、y 向定义同普通柱的局部坐

标系。对于首层预制柱程序默认的灌浆面为上、下、左、右四个面，对于非首层柱程序

区分角柱、边柱和中柱，角柱默认为 2 个面，边柱默认 3 个面、中柱默认为 4 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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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撑面设置

点击“斜撑埋件”按钮，会弹出右侧临时对话框，点击“埋件所在面设置”按钮即

可弹出支撑面设置对话框，可以选择支撑面所在位置，设置时 x、y 向定义同普通柱的局

部坐标系。预制柱支撑面默认为上、右两个面。

6.8.2.3 预制墙

4.0.0 版本预制墙三维编辑与其他预制构件略有差异，执行预制墙三维编辑功能后，

会在下面文档标签目录增加构件编辑标签，在此页面下可进行以前版本中的预制墙三维

编辑功能，功能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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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侧对话框按钮后会弹出相应的参数设置对话框。预制墙三维编辑中可进行埋

件设置，洞口设置，聚苯板设置，灌浆套筒设置，墙身、墙柱、连梁参数设置，墙身水

平筋、墙柱纵筋位置设置等。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退出”按钮即可将设置的参数保存

到预制构件中。

（1）埋件、洞口类设置参数

预制墙三维编辑中支持埋件、洞口设置。

如点击“添加线盒”会弹出线盒选择对话框，在附件库中选择线盒规格即可完成添

加。

（2）墙身、墙柱、连梁等设置参数

预制墙三维编辑中支持墙身、墙柱、连梁等参数设置，点击相应构件种类即可弹出

参数对话框进行修改。同时在三维编辑模型中双击图素也可弹出参数修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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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筋位置调整

程序可对墙身水平筋、墙柱纵筋、连梁腰筋位置的编辑。

点击【选子构件】后在预制墙三维显示区域选择想要编辑的部分，可以进入更精细

的预制墙主要组成部分的钢筋调整界面，通过数据的修改调整对应的钢筋位置（当前版

本支持的子构件包括连梁、暗柱、墙身）。

如下图进入连梁子构件编辑，子构件编辑完成后，点击【视图恢复】可以回到预制

墙的三维编辑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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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墙身水平筋位置调整

点击预制墙三维编辑界面的右侧对话框中的“选子构件”按钮，在三维模形中选择

墙身即可进入进行墙身水平筋位置的修改。在三维图形中会标出纵筋尺寸标注，并弹出

钢筋间距对话框，通过单击尺寸标注修改或修改对话框中间距数值均可完成位置的调整。

（3b）墙柱纵筋位置调整

点击预制墙三维编辑界面的右侧对话框中的“选子构件”按钮，在三维模形中选择

墙柱即可进入进行墙柱纵筋位置的修改。选择需要修改的墙柱后，在三维图形中会标出

纵筋尺寸标注，并弹出钢筋间距对话框，通过单击尺寸标注修改或修改对话框中间距数

值均可完成位置的调整。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211

（3c）连梁腰筋位置调整

4.0.0 版本预制梁三维编辑增加连梁腰筋位置调整功能，进入预制墙三维编辑界面，

点击右侧对话框中的“选子构件”按钮，在三维模形中点击连梁即可进入连梁的子构件

编辑界面，通过修改尺寸标注数值或间距对话框中的数值完成连梁腰筋的竖向位置调整。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212

6.8.2.4 预制楼梯

预制楼梯三维编辑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对话框由三部分组成：左侧为常驻参数；中间为预制楼梯的显示；右侧为临时参数

对话框，当常驻参数对话框中的按钮时会弹出。预制阳台三维编辑中程序提供的参数包

括轮廓参数、配筋参数和附件参数。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设置的参数保

存到预制构件中

（1）左侧常驻菜单

左侧常驻菜单提供了轮廓细节、配筋细节、附件细节的参数。

点击按钮后会弹出右侧临时对话框，临时对话框中部分参数与批量编辑中提供的参

数相同，与批量编辑相同的参数在此不做说明，具体参数说明可参考单构件深化细节批

量编辑功能。

预制楼梯三维编辑中可对埋件所在踏步位置进行设置，比如点击“吊装埋件 M1”按

钮即可弹出右侧临时对话框，对话框中可设置 M1 所在的踏步位置，如下图所示：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213

（2）预制楼梯显示区域

中间显示的预制楼梯分三维视图和二维详图两种，三维视图下可进行预制楼梯的显

示，二维详图下可进行楼梯内钢筋间距的调整，单击某个尺寸标注可进行尺寸数值的设

置，同时也可在右侧常驻对话框中进行间距的调整。

6.8.2.5 预制阳台

预制阳台三维编辑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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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由三部分组成：左侧为常驻参数；中间为预制阳台的显示；右侧为临时参数

对话框，当常驻参数对话框中的按钮时会弹出。预制阳台三维编辑中程序提供的参数包

括轮廓参数、配筋参数和附件参数。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设置的参数保

存到预制构件中。

（1）左侧常驻菜单

左侧常驻菜单提供了轮廓细节、配筋细节、附件细节的参数。

点击按钮后会弹出右侧临时对话框，临时对话框中部分参数与批量编辑中提供的参

数相同，与批量编辑相同的参数在此不做说明，具体参数说明可参考单构件深化细节批

量编辑功能。

预制阳台三维编辑中可进行洞口和线盒的添加，其中添加线盒时可在附件库中选择，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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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制阳台显示区域

中间显示的预制阳台分三维视图和二维详图两种，三维视图下可进行预制阳台的显

示，二维详图下可进行阳台内钢筋间距的调整，单击某个尺寸标注可进行尺寸数值的设

置，同时也可在右侧常驻对话框中进行间距的调整。

6.8.2.6 预制空调板

预制空调板三维编辑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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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由三部分组成：左侧为常驻参数；中间为预制空调板的显示；右侧为临时参

数对话框，当常驻参数对话框中的按钮时会弹出。预制空调板三维编辑中程序提供的参

数包括轮廓参数、配筋参数和附件参数。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设置的参

数保存到预制构件中。

（1）左侧常驻菜单

左侧常驻菜单提供了轮廓细节、配筋细节、附件细节的参数。

点击按钮后会弹出右侧临时对话框，临时对话框中部分参数与批量编辑中提供的参

数相同，与批量编辑相同的参数在此不做说明，具体参数说明可参考单构件深化细节批

量编辑功能。

预制空调板三维编辑中可进行洞口的添加。

（2）预制空调板显示区域

中间显示的预制空调板可进行空调板内钢筋间距的调整，单击某个尺寸标注可进行

尺寸数值的设置，同时也可在右侧常驻对话框中进行间距的调整。

6.8.3 钢筋碰撞检查

钢筋碰撞检查功能可进行各预制构件间钢筋是否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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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钢筋碰撞检查”菜单功能，会弹出钢筋碰撞检查选择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勾选需要检查碰撞的构件类别，点击“检测”按钮，即可进行碰撞检查，检查完成

后有碰撞的钢筋会在对话框右侧栏中进行列表提示，本层三维中有碰撞的钢筋也会显示

蓝色。如果想关闭本层三维中钢筋的蓝色表达，可点击“清理”按钮。

6.8.4 预制梁底筋避让

预制梁三维编辑中可进行单根钢筋的弯折或平移避让，该功能实现预制梁底筋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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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折的功能。

单击“预制梁底筋避让”菜单，即可弹出批量弯折修改对话框，弯折避让支持竖向

弯折和水平弯折，平移避让支持竖向平移和水平平移，如下图所示：

勾选相应的避让形式即可设置该形式下的避让尺寸。

“竖向弯折”支持向上和向下弯折两种形式。

“水平弯折”支持向左、向右和向中间弯折三种形式，选择“中间”时梁底钢筋会

向中间靠拢。

“竖向平移”支持向下和向上两种形式。

“水平平移”支持向左和向右两种形式，水平平移设置平移距离调整时，会保持平

移方向最外面一根钢筋位置不动，平移其他钢筋。

各种避让形式可叠加使用，设置好避让方式后，三维模型中选择需要编辑的预制梁，

即可将该梁全部底筋进行批量弯折。

该功能中也可对所有腰筋位置进行整体调整，调整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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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预制梁底筋避让”菜单，会弹出避让参数设置对话框，勾选“竖向平移”后

设置平移方向和平移距离即可统一对所有腰筋进行相应的竖向位置平移。

对于有腰筋伸出的预制梁，通过“预制梁底筋避让”功能和预制梁三维编辑可以水

平平移和弯折避让的功能。

6.8.5 安装方向

该菜单功能用于设置预制柱、预制梁、预制墙的安装方向。

6.8.5.1 预制梁安装方向

单击安装方向菜单栏下的“预制梁安装方向”菜单，会弹出安装方向设置对话框，

选择安装方向后单击“选取”按钮，即可通过点选或框选预制梁将设置的安装方向指定

到所选预制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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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安装方向后在预制梁归并和二维详图绘制中均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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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2 预制柱安装方向

单击安装方向菜单栏下的“预制柱安装方向”菜单，会弹出安装方向设置对话框，

选择安装方向后单击“选取”按钮，即可通过点选或框选预制柱将设置的安装方向指定

到所选预制柱上。

设置完安装方向后在预制柱归并和二维详图绘制中均会起作用。

6.8.5.3 预制墙安装方向

单击安装方向菜单栏下的“预制墙安装方向”菜单，三维模型中即可显示程序自动

预设的安装方向，这时可通过在本层三维中选择某片预制墙实现安装方向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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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安装方向后在预制墙归并和二维详图绘制中均会起作用。

6.8.6 拾取布置

拾取布置功能可对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墙、预制阳台、预制空调板、预制楼梯的

深化细节进行拾取复制。

拿预制梁为例，通过拾取布置可将某根预制梁上的深化细节拾取复制到另一根尺寸

相同的预制梁上。

单击“拾取布置”菜单命令行中提示选择源对象，三维模型中单击选择被复制的预

制梁后命令行会提示请选择目标预制梁，三维模型中单选或框选需要拾取复制的预制梁

即可完成复制，同时命令行中提示复制的预制梁个数，操作过程中支持连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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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预制构件拾取布置操作类似。

6.9 附件库管理

3.1.0 版本增加附件库读取流程和管理，各类预制构件中的附属件均可从附件库中选

取。

附件库分为标准库和模型库，标准库文件放置在程序安装目录下，模型库文件放置

在模型文件夹下，如下图所示。建立模型时会将标准库中的附属件复制到模型中，形成

单个模型自有库，模型中附属件从模型附件库中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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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标准库管理”或“模型库管理”会弹出模型库管理对话框，对话框分为三维

区域，左侧为附件类型和规格列表，中间为附件规格参数显示窗口，右边为附件三维模

型。

左侧区域

左侧可进行附件类型或规格的选择，程序提供的附件类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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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线盒为例，下拉列表中选择线盒后，列表框中即可列出所有线盒的规格，选择某

一大类时比如方线盒，中间列表框中可列出所有方线盒的规格条目，用户可对规格条目

中的参数进行修改。

点击方线盒旁边的+号，会在左侧列表框中列出方线盒下的所有规格，选择某种规格

后，中间参数框只列出该项的参数。

点击“+”、“-”按钮可实现附件规格的增加和删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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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构件验算

构件验算菜单下可进行预制构件接缝抗剪和吊装验算。

具体验算功能请参考第 5.7 节内容。

6.11 统计

统计菜单下可进行装配率计算和清单统计输出。

6.11.1 装配率统计

可进行全楼装配率的统计，具体功能请参考拆分章节。

6.11.2 清单

该菜单下提供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墙、预制空调板的清单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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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编号设置

编号设置菜单下可进行编号规则的设置和编号的修改。

6.12.1 编号规则

执行“编号规则”菜单功能，会弹出编号规则设置对话框，对话框中可进行预制构

件名称的定义和预制构件编号规则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预制构件名称定义

可对预制墙、预制柱、预制梁、预制楼梯、预制阳台、预制空调板名称进行定义，

设置的定义用于编号中的名称代号。

编号规则

编号规则适用于各类预制构件，编号规则设置中包括自定义前缀、楼层号、以及细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228

节，构件名称项为前面设置的名称定义。

6.13 图纸

图纸菜单下可进行绘图参数的设置、图签设置、二维详图绘制。

6.13.1 参数

参数中可对二维详图绘图比例、详图图幅尺寸、构件位置示意图绘图比例进行设置。

6.13.2 图签设置

3.1.0 版本增加预制构件二维详图插入用户图签功能。

执行“图签设置”命令，弹出图签设置对话框，在需要设置图签的图幅条目下点击

“选择”按钮，弹出文件添加对话框，在图片添加对话框中点击“添加文件”按钮，添

加相应图幅的 CAD 图纸（CAD 图纸中图签定义为块），点击相应的图签块右侧会生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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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预览，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图签块添加到相应图幅中。

绘制二维详图时，会将图幅条目中设置的图签块自动添加到二维详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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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 详图绘制

可在本层三维模型或工作树中选择构件绘制二维详图，也可通过菜单命令批量绘制

二维详图。

本层三维中鼠标停留在预制构件上，单击右键即可绘制该预制构件的二维详图。工

作树中在需要绘制二维详图的构件条目下单击右键也可绘制二维详图。

也可通过菜单批量选择构件进行绘制，菜单位置如下图所示。

以预制梁为例，点击“预制梁详图”菜单会弹出本层预制梁列表，勾选需要绘制的

预制梁即可批量绘制预制梁详图，当勾选“绘轴测图”时，二维详图中会包含三维轴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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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二维详图时，每类预制构件会生成独立的二维详图图面文档，程序提供图面多

文档管理功能，对于装配式设计图面种类可分为三维模型图面、二维详图图面，每打开

一张图面，左下角命令条上面会增加相应图面的标签，打开多个标签后，可通过鼠标左

键单击某个 Tip 条实现各图面间的快速切换。

6.13.3.1 预制梁详图

预制梁大样详图的内容包括预制梁的模板图、配筋图、底筋图、剖面图、键槽布置

图、钢筋表、三维示意图、构件位置示意图。预制梁详图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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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梁的模板图上画出预制梁的长度和高度尺寸，钢筋延伸出的长度，箍筋的加密

区和非加密区的范围，各类钢筋的编号，用虚线表示的梁两侧抗剪键槽和上部的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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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梁的配筋图除了画出模板图的全部内容外，还把预制梁内的钢筋全部暴露画出，

同时可以反映出预制梁底筋避让时上下弯折的效果。

预制梁底筋平面图绘制底筋位置，便于定位，同时可以反映出预制梁底筋避让时左

右弯折的效果。

在预制梁钢筋图上标注了若干剖断面标识，对应在钢筋图下画出若干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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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3-3 剖面分别为预制梁左端、跨中、右端的剖面，4-4 剖面（如果左右端

构造不同还增加 5-5 剖面）表现梁端抗剪键槽的尺寸。

如果预制梁上设置了凹口，在剖面图上将画出凹口及其尺寸标注。

预制梁箍筋可以采取整体封闭箍筋，形如《装规》图 7.3.2(a)，也可以采取形如图

7.3.2(b)的开口箍筋加箍筋帽的箍筋形式。具体采用哪种形式由用户通过软件参数控制。

考虑到框架梁和非框架梁抗震等级不同，软件为这两类梁分别提供控制参数。

在大样详图的钢筋图中对钢筋标注编号，直径、间距等信息在钢筋表中画出，钢筋

表给出每一种钢筋的详细构造、统计出每一种钢筋的重量，同时输出该类预制梁在该层

的数量以及钢筋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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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位置示意图标识出了该预制梁在平面图中的位置。

6.13.3.2 预制柱详图

预制柱大样详图由各立面模板图、立面配筋图、剖面图、钢筋表、构件位置示意图

等组成，内容包括预制柱截面尺寸和高度，吊点位置、支点位置、排气孔位置、灌浆口

标高、柱内纵筋、箍筋、箍筋加密区、纵筋在预制柱上的伸出长度、预制柱底部纵筋的

连接套筒等。预制柱详图示例如下图所示：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236

柱上部纵筋伸出长度如果非顶层，会根据套筒规格自动确定伸出长度，如果时顶层

会根据规范和图集要求自动设置伸出长度。纵筋连接形式、套筒规格和伸出长度在深化

编辑编辑中均可进行修改。

立面模板图中，预制柱四个面以 a、b、c、d 面表示，分别代表-y、+x、+y、-x 面，

x、y 面遵循柱局部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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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3 预制墙详图

预制墙详图根据标准图集《预制混凝土剪力墙外墙板》15G365-1、《预制混凝土剪

力墙内墙板》15G365-2 绘制。预制墙大样详图的内容包括模板图、配筋图、剖面图、三

维示意图、埋件表、钢筋表、构件位置示意图等。配筋图中包含墙内横向、竖向分布钢

筋，墙内边缘构件钢筋，墙上连梁的钢筋，横向钢筋伸出部分的长度构造，竖向钢筋下

部连接接头构造、上部伸出长度及构造等。预制墙详图示例如下图所示：



第 6章 预制构件设计

238

预制墙的模板图上画出预制墙的长宽尺寸。墙下的 20mm 预留尺寸是墙底到结构层

底标高的安装距离，即预制剪力墙底部的接缝，是按照《装规》8.2.4 条：“接缝高度宜

为 20mm”设置的。墙顶到结构层顶标高的距离为预制墙上部后浇部分的尺寸。当墙上

有门窗洞口时还将标注洞口在墙上的位置尺寸。

预制墙的配筋图，对于无洞口的预制墙钢筋图主要画出墙身分布钢筋的间距直径和

接头套筒。

《装规》第 8.2.4 条：自套筒底部至套筒顶部并向上延伸 300mm 范围内，预制剪力

墙的水平分布钢筋应加密（图 8.2.4），加密区水平分布筋的最大间距及最小直径应符合

表 8.2.4 的规定，套筒上端第一道水平分布钢筋距离套筒顶部不应大于 50mm。软件自

动执行《装规》8.2.4 条，在墙的下部套筒位置进行水平分布钢筋的加密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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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面配筋图上边和下边，软件分别画出预制墙钢筋的非套筒部位和套筒部位的水

平剖切图。套筒部位剖切图会画出竖向分布筋的连接套筒的位置。软件是按照《装规》

8.3.5 条的要求及《装规》图 8.3.5 布置的连接套筒。

水平分布钢筋须伸出预制墙两侧在后浇节点内锚固，该伸出长度允许用户控制或者

按照钢筋的锚固长度计算。

在立面配筋图右侧，软件画出预制墙钢筋的竖向剖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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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分布钢筋的一半在预制墙上部伸出，与上层预制墙的对应分布筋套筒连接，另

一半不伸出。

带洞口预制墙的钢筋一般由洞口两侧的边缘构件钢筋、洞口上的墙梁钢筋、洞口下

的窗下墙钢筋、预制墙两侧的分布钢筋组成。

由于对带有窗下墙的剪力墙连梁须按照分缝连梁计算，预制墙洞口下的窗下墙和下

层洞口上的墙梁钢筋及直径、间距等构造是相同的。

《装规》8.3.5 条规定：当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边缘构件竖向钢筋应逐根连接。因

此软件对边缘构件的竖向钢筋的下部都设置了连接套筒，上部伸出足够长度与上层预制

墙的边缘构件套筒连接。

预制墙两侧的墙身分布钢筋的构造要点和无洞口墙的分布钢筋相同，主要是：水平

分布钢筋须伸出预制墙两侧在后浇节点内锚固，该伸出长度按照钢筋的锚固长度计算；

竖向分布钢筋的一半在预制墙上部伸出，与上层预制墙的对应分布筋套筒连接，另一半

不伸出；竖向分布筋按隔一间一布置连接套筒，并在墙的下部套筒位置进行水平分布钢

筋的加密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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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面配筋图上边和下边，软件分别画出预制墙钢筋的墙梁部位、洞口部位和套筒

部位的水平剖切图。其中套筒部位剖切图上画出竖向分布筋和边缘构件竖向钢筋的连接

套筒的位置。软件是按照《装规》8.3.5 条的要求及《装规》图 8.3.5 布置的连接套筒。

在钢筋图上边，还画出墙梁的剖面图，其中墙梁的箍筋伸出一部分长度到预制墙上

的后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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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制墙洞口边的墙身较短时，预制墙内的边缘构件将与预制墙外后浇节点处的边

缘构件合并，这种情况下这部分不再有墙身分布钢筋的构造，而由边缘构件的竖向钢筋

和箍筋组成。

合并后边缘构件的伸出预制墙的部分是边缘构件的一段 200mm 长封闭的箍筋，这

段箍筋用来在后浇节点部分与边缘构件的其他部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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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样详图的钢筋图中对钢筋标注编号，他的直径、间距等信息在钢筋表中画出，

钢筋表还给出每一种钢筋的详细构造、统计出每一种钢筋的重量，还给出该片预制墙的

钢筋总用量和混凝土体积，还给出该类预制墙在该层的数量。

6.13.3.4 双面叠合剪力墙

除普通预制墙外，程序还可以进行双面叠合剪力墙的设计。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板由两片不宜小于 50mm 厚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板组成，两块墙板

之间形成不宜小于 100mm 的空腔，内外墙板通过桁架钢筋连接为整体，中部空腔区域

现场后浇混凝土填实。其内外预制板已根据结构计算配置相应的水平和竖向受力钢筋，

预制墙板与后浇混凝土共同承受结构竖向和水平荷载。

双面叠合板剪力墙结构是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的一种，讲究设计一体化，生产自

动化以及施工装配化。在钢筋混凝土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技术推广应用的过程中，具有

尺寸精准度高、质量稳定、防水性好、结构整体性好、施工快捷、节能环保、施工效率

高、造价低等优点。

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自动识别墙两边板厚来确定内外皮高度，墙底后浇层默认为 50，

可在墙体参数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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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叠合剪力墙二维详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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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5 预制外叶墙详图

预制墙的外叶墙的画法参照《国家建筑设计标准图集》15G365-1 第 224-227 页的画

法进行。预制外叶墙详图示例如下图所示：

外叶板的宽度和高度比预制内叶墙多出一块，在预制内叶墙的左右方向延伸到墙的

轴线位置，上面延伸到楼面位置。外叶墙上下启口区分为窗洞墙和门洞墙两种做法，参

见标准图集。在外墙交角处的外叶墙延伸长度与直墙处不同，软件默认采用 X 向外墙的

外叶墙延伸多些，以盖住 Y 向外墙。

6.13.3.6 预制阳台详图

目前提供叠合板式阳台画图功能。自动生成的预制阳台板详图由平面图、立面图、

底面图、背立面图、配筋平面图（板）、配筋平面图（封边）以及配筋图的相关剖面图

组成。预制阳台详图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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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7 预制空调板详图

预制空调板详图主要由模板图，配筋图，剖面图以及钢筋表部分组成。模板图中包

含预留洞口，埋件，吊件等信息。预制空调板详图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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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8 预制填充墙详图

预制空调板详图绘制内容包括模板图，配筋图、构件位置示意图。模板图和配筋图

中包含插筋孔，对穿孔，吊件，套筒，保温板，钢筋网等布置信息。预制填充墙详图示

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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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9 预制外挂板详图

目前软件对区分填充墙和外墙板优先考虑隔墙填充墙所在位置与建筑外轮廓的关

系，只有在外轮廓的隔墙并且偏轴距离达到一定值后才会被自动识别为外墙板。对于在

外轮廓上的隔墙但是偏轴距离很小的情况，仍然被识别为填充墙。内部隔墙自动识别为

填充墙。

预制外墙板详图包括模板图，配筋图、构件位置示意图。预制外墙板模板图和配筋

图中包含对穿孔，吊件，套筒，内外叶和保温板，钢筋网，连接钢筋等布置信息。预制

填充墙详图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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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10 双皮填充墙详图

预制梁带双面隔墙布置同普通填充墙。拆分时选择预制填充墙种类为“双皮墙”。

填写预制填充墙布置参数，参数中可设置预制墙体起止点、墙顶底现浇厚度。需注意绘

制梁带双面叠合隔还需同时把填充墙上梁指定为预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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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楼梯施工图

【预制构件设计】模块可进行梯板的深化设计与绘图。【楼梯施工图】菜单模块可

进行平面图、剖面图绘制，输出楼梯计算书等。

【楼梯施工图】菜单模块如下图所示：

7.1 预制楼梯设计参数

参数菜单下设置了预制楼梯相关的参数。主要有梯梁挑耳的尺寸、梯梁销键参数、

吊点加强筋、梯板支座类型选型等。

支座类型参数下有两个选项：预留孔螺栓连接、现浇或叠合梯梁连接。对应国家建

筑标准图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连接节点构造（楼盖和楼梯）》15G310-1 的 41 页-43

页的两种预制楼梯型式，第一种是预留孔螺栓连接的形式，第二种是钢筋锚入梯梁的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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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预制楼梯平面图

平面图菜单下设置了预制楼梯菜单，使用该菜单可对该层楼梯按照预制楼梯的模式

画楼梯平面图。

鼠标点选本层平面上需要画图的楼梯间部位，移动鼠标到图面上的适当位置，确认

回车后即画出本层预制楼梯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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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预制楼梯剖面图

剖面图菜单下设置了预制楼梯菜单，使用该菜单可对该层楼梯按照预制楼梯的模式

画楼梯剖面图。

鼠标点选本层平面上需要画图的楼梯间部位，移动鼠标到图面上的适当位置，确认

回车后即画出本层预制楼梯的剖面图。

7.4 楼梯计算书

预制楼梯的计算书的内容与格式和普通楼梯相同。

鼠标点取需要生成楼梯计算书的楼梯间位置，即可自动生成该层楼梯的计算书，包

括荷载分析、内力计算和配筋计算等。



第 7章 楼梯施工图

254

7.5 楼梯吊装验算

软件提供了预制楼梯的吊装脱模验算，鼠标点取需要进行吊装验算的预制楼梯，即

可自动生成该楼梯的吊装计算书，验算内容包括：吊装过程梯板抗裂验算、吊装过程吊

装荷载输出、脱模过程脱模荷载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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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单构件详图设计

【单构件详图设计】模块可进行叠合板的单构件设计和绘图，该模块可脱离模型进

行叠合板设计和绘图。

对于设计人员如已知了叠合板形式、尺寸、配筋信息、预埋件位置等情况时，可摆

脱结构模型直接进行叠合板深化详图的新建绘制，提高某些情况（如模型局部反复调整、

采用不同计算软件设计等情况）下叠合板详图的绘制效率，使叠合板深化详图绘制更加

方便灵活。

对于构件加工企业如已有了预制构件深化详图需要进行局部修改，可通过新建绘制

功能快速实现预制构件深化详图的翻模；或是有了预制构件的相关绘制信息可快速新建

预制构件深化详图。

8.1 通用编辑

可以进行叠合板详图的图层以及文字样式的设置，同时【叠合板参数】项同叠合板

正常设计菜单下功能相同，可对叠合板的详图绘制参数进行设置，如设置飞筋、倒角尺

寸、分布筋布置方式等。

8.2 新建叠合板

执行“新建叠合板”菜单功能，可弹出单块叠合板三维编辑对话框，对话框中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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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叠合板参数的设置。该对话框在【叠合板施工图】模块的三维编辑对话框的基础上增

加了叠合板基本参数的编辑，比如单双向板属性、板尺寸设置等。

点击“从管理器中复制”按钮，可快速读取附件库或单构件库的叠合板，已新建栏

目下为本模块保存的叠合板块，预制板库栏目下为【叠合板施工图】模块存入的叠合板

库。

8.3 绘制叠合板

执行“绘制叠合板”菜单功能，可弹出该模块已经保存的叠合板块列表，选择叠合

板块后即可进行二维详图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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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打开旧图

再次进入该模块，可通过功能打开已经绘制的二维详图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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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以 Revit 为装配式建筑的协同平台

9.1 依托 Revit 平台做 BIM 应用

YJK 一直主要依托 Revit 平台做 BIM 应用。考虑到装配式建筑是需要多专业协同的

设计，是需要对接预制构件加工、施工建造过程的，因此 YJK 依托 Revit 为装配式建筑

的 BIM 协同平台。

Revit 是目前大家熟悉的、应用多年的 BIM 协同平台，依托 Revit 进行装配式协同设

计，上手快，资源多，见效快。

Revit-YJKS 是 YJK 中应用多年的 BIM 模块，他可完成 YJK 结构设计和 Revit 其他专

业的协同，实现Revit到YJK结构、或者YJK结构到Revit的无缝连接。多年来，Revit-YJKS

在 BIM 应用的前沿，在 BIM 应用的先进单位和著名甲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他不但

有效实现了结构专业和建筑、机电专业的协同设计，还可在 Revit 下完成结构施工图，在

目前 BIM 正向设计的潮流中起到重要作用。Revit-YJKS 不但可在 Revit 下给出上部结构

和基础的三维模型，还给出了结构设计结果的三维钢筋和钢结构节点。

一方面，YJK 可在 Revit 平台配合各类应用软件进行协同设计，另一方面 YJK 同时

提供 Revit 下的建筑、机电专业设计模块，从而方便用户依托 Revit 平台更直接地进行建

筑、结构、机电各专业的协同设计。

9.2 装配式建筑的协同工作要点

在装配式建筑全部设计过程中，应不断与建筑专业、机电专业进行协同，在 YJK 中

的协同要点主要是：

建筑设计包含的外挂板、隔墙、填充墙可自动对接结构设计、形成结构相关荷载，

同时与结构预制柱、预制梁、预制剪力墙一起完成预制外挂板、隔墙、填充墙的详细设

计。

预制阳台、预制空调板的设计过程将于建筑专业密切协同。

预制率的统计将不但包括结构的装配式构件、还应同时包含建筑和机电相关构件的

预制信息。

预制构件上的开洞信息将对接机电专业的管道设计，自动生成预留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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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构件上的接线盒埋件等，可读入电气专业的照明布置图，自动生成叠合板上的

接线盒埋件。

在 YJK 所有的预制构件排块、布置和每一个预制构件的详细信息都可自动导入 Revit

模型，这些预制柱、预制梁、预制墙、预制楼梯等各类预制构件都转化成 Revit 族的形式，

每一类族对构造和钢筋统一协调管理，方便在 Revit 下的继续扩展应用。

9.3 YJK 导入 Revit 的装配式建筑模型

YJK 的装配式设计可在 Revit 下实现同步进行。在 YJK 所有的预制构件排块、布置

和每一个预制构件的详细信息都可自动导入 Revit 模型，这些预制柱、预制梁、预制墙、

预制楼梯等各类预制构件都转化成 Revit 族的形式，每一类族对构造和钢筋统一协调管

理，方便在 Revit 下的继续扩展应用。

下图是导入到 Revit 的某工程一个楼层的模型，其中有预制叠合楼板、预制柱、预制

梁和预制剪力墙，模型中预制构件的颜色取用和在 YJK 三维模型相似的颜色。

9.4 YJK 导入 Revit 模型的预制构件族定义

YJK 导入 Revit 的各种预制构件的族定义，采用和在 YJK 下相近的构件定义参数，

并做了适当扩充。族定义中包含预制构件的造型、钢筋、灌浆孔、吊点、各类预埋件、

开洞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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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预制叠合板和他的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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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预制柱和柱的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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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预制梁和梁的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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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预制剪力墙和剪力墙的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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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预制楼梯和楼梯的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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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YJK 同时提供 Revit 下的建筑、机电专业设计模块

一方面，YJK 可在 Revit 平台配合各类应用软件进行协同设计，另一方面 YJK 同时

提供 Revit 下的建筑设计软件 Revit-YJKA 和机电专业设计模块，机电专业包括采暖通风

设计 YJK-V For Revit、给排水设计 YJK-W For Revit、电气专业设计 YJK-E For Revit 共

三个模块，从而方便用户依托 Revit 平台更直接地进行建筑、结构、机电各专业的协同设

计。

9.5.1 建筑设计软件 Revit-YJKA

Revit-YJKA 为在 Revit 平台下开发的建筑设计软件，它的特点是：

1）建筑的建模助手

将正交/圆弧轴网、批量布置构件、单参修改等建筑师熟悉的建模手段移植到 Revit

中，方便建筑师快速便捷的在 Revit 中实现建筑模型的搭建，并且提供了视图显示、构件

位置关系调整等一系列的工具方法，方便用户对既有 Revit 模型进行批量调整修改。

实现建筑专业的快速建模。

2）智能高效的布置手段

通过精心设计的流程，在建筑幕墙、隔墙填充墙、楼梯、阳台、建筑装修做法的布

置等方面的建模智能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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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速进行建筑平、立、剖面图标注

4）丰富的族库管理

充分利用 Revit 下丰富的族、库资源，并进行智能分类管理，方便用户的使用。

5）开放的数据格式，接力其他建筑模型数据

多年来，YJK 开发出丰富的软件接口，对流行应用的大量软件提供数据双向转化的

接口，为生成、利用 BIM 数据提供底层数据支持

6）建筑、结构专业间的智能转换

如建筑填充墙、隔墙、幕墙等非承重构件自动转为结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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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机电设计系列软件

包括 Revit 版采暖通风设计 YJK-V For Revit、给排水设计 YJK-W For Revit、电气专

业设计 YJK-E For Revit。

公共建筑空调全楼系统图

居住建筑采暖全楼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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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布置菜单

采暖布置菜单

电气布置菜单

1）快速进行管道、设备输入和连接

方便查看布置情况。

公共建筑空调机房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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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楼层空调系统图

居住建筑楼层采暖系统图

居住建筑楼层电气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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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筑楼层电气系统图

2）适应各种建筑形式和采暖空调系统、给排水管道种类、强弱电系统

平面、空间输入结合；

3）完备的族管理

如暖通的风口、阀门、空调机、制冷机等，给排水的阀门、卫生器具、换热器等，

电气的开关、灯具、插座、桥架等族齐全，用户可根据样本数据制作自己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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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行各项专业计算

可进行暖通的防排烟计算、风水系统的水力计算、房间负荷计算和能耗计算，给排

水的水力计算、消防计算和房间负荷计算，电气的线径选择、管道直径计算、照度计算、

防雷接地计算和负荷计算；调用绿色建筑设计模块进行节能、节水、节电设计；

5）管道设备和材料统计

进行详细的管道、仪表、设备材料统计，为管道加工创造条件；

6）各专业件的碰撞检查

进行其他专业与机电各专业的碰撞检查，检查管道设备之间、设备和设备维修空间

之间的距离，检查机电专业与结构专业、机电专业与建筑专业的协同性，进行虚拟施工、

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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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结构设计系列软件 Revit-YJKS

Revit-YJKS 是 YJK 提供的 Revit 平台下的结构设计软件，他已经应用普及多年，是

目前结构设计进行协同设计的主要应用模块。

全三维的设计模式，全专业的信息集成以及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让 Revit 在建

筑行业迅速的普及应用，但是 Revit 提供的计算手段存在不能适应中国规范，无法详细统

计计算结果等问题，导致 Revit 目前并不能完全满足国内结构设计工程师的设计习惯和设

计要求。因此 Revit 在结构专业的应用还并不能完全取代国内结构计算软件的地位。

为了解决结构设计信息在 Revit 中传递的技术瓶颈，基于自身的技术优势，YJK 推出

了 Revit 下的三维结构设计整体方案-------REVIT-YJKS 软件系统。从辅助建模、模型信息、

模板标注、计算信息、结构施工图、三维钢筋等方面给出了全套解决方法，有效的突破

了 Revit 在结构专业应用的数据孤岛，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结构模型信息和 Revit 三维模型

信息的实时共享。

REVIT-YJKS 产品主要分为建模助手、结构模型、施工图三个部分的内容，实现了在

Revit 中的快速建模手段，以及模型几何定位、结构计算信息、平法施工图信息以及三维

实体钢筋的数据共享功能。

1）建模助手

REVIT-YJKS 将正交/圆弧轴网、批量布置构件、单参修改等结构工程师熟悉的建模

手段移植到 Revit 中，结构工程师可以快速便捷的在 Revit 中实现结构模型的搭建，并且

提供了视图显示、构件位置关系调整等一系列的工具方法，方便用户对既有 Revit 模型进

行批量调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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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工具：显示工具实现了对模型中视图显示范围以及视图标注内容的控制调整。

通过显示工具，用户还可以方便的选择\隔离出需要单独处理的构件。

模型建立：提供了结构工程师熟悉的建模手段，便结构工程师快速便捷的在 Revit

中实现结构模型的搭建。

模型调整：提供了对构件的相对位置、剪切关系、构件端部距离等几何位置关系进

行调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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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部分实现了 YJK 模型（上部结构、基础结构、装配式模型、钢结构模型）

和 Revit 三维模型的信息互导，并且提供了绘制模板图、导入上部荷载、绘制楼层表、创

建衬图、设定视图样式等功能。此模块功能已在国内广泛应用多年，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上部结构：上部结构模块实现了 YJK 上部模型的几何信息和 Revit 模型的互导，同

时当建筑/结构方案发生变化后软件仍可自动适应改动信息的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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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结构：基础结构主要实现了将 YJK 基础设计部分的几何模型导入到 Revit 当中，

并且提供了模型更新的功能，可以更新既有的 Revit 模型。

装配式结构：装配式模块可以实现装配式模型的导入、三维钢筋的生成、装配顺序

的指定、装配动画的显示等功能。

钢结构：钢结构部分可以实现 YJK 钢结构全楼三维节点模型以族的方式自动导入到

Revit 当中，导入的模型类型包括钢梁、钢柱、钢撑、节点板、高强螺栓以及梁柱墙斜杆

等混凝土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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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图：模板图主要实现对 Revit 平面视图中的层高表、构件截面、楼板错层等几何

信息的标注。程序可以灵活设定标注的字体大小、样式和绘图比例，并且提供批量和单

点两种方式生成构件的模板标注。

计算信息：计算信息部分实现了将 YJK 特殊构件定义信息和计算结果信息转入到

Revit 模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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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法施工图

平法施工图部分可以实现梁、板、柱、墙施工图的绘制，施工图的绘制完全采用 Revit

族的机制，可以实现参数化出图、改图，并且做到了全钢筋信息的注入。同时 Revit 施工

图与 YJK 施工图共享施工图数据，可以联动实现施工图改筋和钢筋统计、钢筋面积校核、

规范校核以及三维钢筋的生成等功能。

通用工具：通用编辑部分主要包括实现容差控制、施工图面积校核、施工图规范校

核、删除施工图、钢筋统计、保存数据这几个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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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施工图：梁施工图模块实现了读取 YJK 的梁施工图绘图结果在 Revit 中生成梁的

配筋设计与施工图绘制，程序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图集 11G101-1 的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进行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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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施工图：柱施工图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读取 YJK 的施工图绘制结果，完成钢筋混凝

土柱的平法施工图绘制，主要功能包括绘柱图、柱查找、生成柱表等功能。

板施工图：板施工图模块提供了在 Revit 中一键式的生成楼板平法施工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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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施工图：墙施工图模块主要实现了读取 YJK 的施工图结果完成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的施工图绘制功能，具体内容包括绘墙图，绘墙表，修改墙钢筋等内容。

三维钢筋：可以根据需求点选或者全层批量生成三维钢筋，三维钢筋可以联动用户

对平法施工图的修改内容。程序生成的三维钢筋全部采用 Revit 自带钢筋族的方式进行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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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接力预制构件加工和装配式建筑施工

10.1 给出预制构件明细表

预制内墙、预制叠合板、预制梁、预制柱可以分别统计混凝土方量、钢筋重量；预

制外墙可分别统计外叶墙混凝土方量、不同规格钢筋重量、保温板体积、聚苯板体积、

不同直径孔洞数量、线盒数量、斜支撑埋件数量、吊钉数量，内叶墙混凝土方量、不同

钢筋重量。

明细表可以输出成 Excel 的制式表格。

10.2 可按照企业规则自动生成构件编号和物料编码

可按照企业提出的规则，由软件对各种类别的预制构件自动生成构件的编号，其中

所含的物料编码也是按照企业规则自动给出。

对预制构件可给出详细 BOM 清单，BOM 清单格式及原材料物料编码都按照企业相

关要求自动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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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预制构件信息和数字机床自动生产线的对接

可以按照加工预制构件的数字机床生产线的要求，写出数据接口，从而把预制构件

加工生产任务输入到数字机床生产线，驱动生产线实现自动加工生产。

目前盈建科可将预制构件数据转换成 PXML、Unitechnik 格式的预制构件数据文件，

与自动生产线对接指导预制构件生产。

10.4 和德国软件 PlanBar 接口

YJK 开发了与 PlanBar 的接口，在 YJK 中生成的所有预制构件可以转化到 PlanBar

软件中。

以下为 YJK 传给 PlanBar 的预制构件：

预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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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梁

预制外墙

预制填充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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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阳台

预制楼梯

10.5 方便预制构件生产加工企业快速导入设计图纸

1、YJK 提供了多种读 AutoCAD 的 Dwg 格式文件转化模型的功能

YJK 提供了多种读 AutoCAD 的 Dwg 格式文件转化模型的功能，对于生产预制构件

的加工厂，可以把预制装配式建筑的各类设计图纸快速导入 YJK 装配式设计软件。

1）读入 Dwg 格式的结构平面布置图转化成各层平面布置

在建模的模型荷载输入时，可通过导入 Dwg 菜单，读入已有的结构平面布置图，读

入他的轴线布置、梁柱墙的构件布置。

2）读入平法钢筋图的配筋信息

可在 YJK 的梁平法施工图菜单，读入已有的梁平法施工图，读入设计图纸上的梁的

实际钢筋配置，大大减少梁钢筋的输入工作。

还可在 YJK 的剪力墙施工图菜单读入已有的剪力墙平法施工图，读入设计图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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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的实际钢筋配置，大大减少剪力墙钢筋的输入工作。

3）读取电气、水暖专业 Dwg 平面图上的灯具布置信息生成预埋件布置信息

通过楼板布置下的“读取预埋件” 菜单，导入其他专业（电气、水暖）DWG 平面

图，读取其上的预埋件布置信息，生成叠合板上的接线盒等埋件布置。

2、利用 YJK 建模工具方便快速地建模。

3、使用 YJK 装配式设计功能快速完成预制构件加工详图

有的加工单位手工绘制各类预制构件的加工详图，工作量很大，而 YJK 装配式设计

软件本身可完成各种预制构件的施工详图，因此配合上述图纸翻模，接力 YJK 后续的结

构计算、配筋计算和详图设计，可以快速完成预制构件加工详图。

10.6 构件企业的装配式预制构件库

YJK 对各类预制构件提供了丰富的参数控制，还可根据企业要求扩充建立企业的构

件库、附件库、节点大样库、项目库等数据库。对常用构件及附件参数化，不常见的自

定义化，并提供使用者能自己建立参数化构件的能力。

数据库可布置在企业服务器上，并由企业自主进行维护及更新。

10.7 BIM 平台上实现预制构件三维施工模拟与碰撞检查

YJK 主要使用 Revit 作为各专业协同工作平台；

使用 Revit 本身功能，可预制构件三维施工模拟与碰撞检查。

10.8 与构件加工厂生产管理系统集成

针对构件加工企业信息化应用现状，可提供不同系统集成方案。对于企业已有的加

工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YJK-AMCS 装配式结构的 BIM 模型数据、构件加工数据、材

料统计清单等通过接口方式实现和原有系统的集成，对异构数据库采用中间文件方式集

成，根据集成深度，还可提供嵌入式数据集成。对于应用德国 TIM 管理软件的系统，通

过 PLANBAR 进行数据对接。实现设计和生产加工数据的无缝对接，达到优化和提升原

有管理系统的效率和数据准确性。

YJK-AMCS 装配式结构的材料清单可作为生产管理系统中物资采购、订单管理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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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基础数据，加工构件信息可作为生产计划管理的依据；通过 YJK-AMCS 构件库管理不

断完善企业构件资源库，实现动态统一管理；YJK-AMCS 预制构件模型信息直接接力数

控加工设备，自动化进行钢筋分类、钢筋机械加工、构件边模自动摆放、管线开孔信息

的自动化画线定位、浇筑混凝土量的自动计算与智能化浇筑，达到无纸化加工，也避免

了加工时人工二次录入可能带来的错误，大大提高了工厂生产的效率。

针对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管理模式的特点，可以提供以 BIM 模型为基础， 结合生

产加工的 MES 系统，通过工厂中央控制室，应用 BIM 模型传送生产设备自动化精准加工，

在构件生产工位通过信息三维可视化指导工位作业，利用物联网技术，通过构件二维码

信息，实时跟踪构件的生产加工、以及后续运输安装的不同状态，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基

于 BIM 技术的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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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预制构件接缝抗剪验算及实例分析

预制构件接缝验算分为上部结构计算中的验算部分和预制构件施工图中的验算部

分。验算内容包括预制梁端抗剪验算、预制柱底抗剪验算、预制墙底抗剪验算。

验算标准包括《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和《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

计规程》DB11/1003-2003。

11.1 预制梁端接缝处抗剪验算

预制梁端抗剪验算分为上部结构计算中的验算部分和预制构件施工图中的验算部

分。

上部结构计算中验算分为主梁和次梁。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除了继承上部结构计算

中的验算结果外，还补充了实配钢筋下的接缝验算。

11.1.1 上部结构计算部分预制梁端接缝抗剪验算

上部结构计算部分预制梁端接缝抗剪验算包括预制主梁和预制次梁。均依据《装配

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中相关条文进行验算。

11.1.1.1 预制主梁

程序依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第 6.5.1 条对预制主梁梁端接缝

进行抗剪验算，对于持久设计状况按公式 6.5.1-1 进行验算，对于地震设计状况按公式

6.5.1-2 和公式 6.5.1-3 进行验算。

地震设计工况梁端加密区按公式 6.5.1-3 验算时，式中 Vmua 为按《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0-2010 式 11.3.4 计算得到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其中 Asv 取梁计算结果

中加密区箍筋面积乘以超配系数之后的箍筋面积。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预制主梁梁端接缝抗剪验算。

该预制梁配筋简图中输出的 PC16.45-16.38 表示为满足接缝验算，预制梁左端需配

置的纵向钢筋面积为 1645mm2，预制梁右端需配置的纵向钢筋面积为 1638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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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该预制梁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梁截面尺寸为200*500，保护层厚度为20，程序内部计算时用的h0=500-42.5=457.5；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箍筋间距为 100，超配系数为默认值 1.15；

计算用梁两端加密区箍筋面积均为 56mm2；

抗震等级为 2 级，剪力放大系数ηj取 1.2；

接缝承载力计算时 Ac1=34000mm2、 Ak=16000mm2，此处如果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

修改了键槽尺寸，只需在上部结构中执行“只设计（不计算）”，则可将修改后的键槽

信息带入重新进行接缝验算。

以预制梁左端接缝进行验算，查看构件信息中各工况组合下第 1 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得到：持久状况下最大剪力设计值为 184.4KN，第 1 号组合；地震状况下最大剪力设计

值为 170.1KN，第 29 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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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算公式 6.5.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3 为：

uEmua VV *j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式 11.3.4 计算 Vmua，其中

Asv=1.15*56=64.4mm2。

Vmua=（0.6*0.7*1.43*200*457.5+360*64.4*457.5/100）/0.85=189437N。

接缝验算剪力设计值为 1.2*189437=227324N。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7.2.2-2 可知，接缝抗剪承载力

为：

ycsdkcuE ffAAAV *65.1*f*06.0**f0.04 c1c 

由上式可得接缝抗剪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积为：

Asd=（227324-0.04*14.3*34000-0.06*14.3*16000）/1.65/sqrt(360*14.3)=1639mm2。

计算简图中输出结果为 1645mm2，手核结果与计算输出一致。

验算公式 6.5.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2 为：

REuEVV /jdE 

由已知条件可知 jdEV =170100N，

Asd= （ 170100*0.85-0.04*14.3*34000-0.06*14.3*16000 ） /1.65/sqrt(360*14.3 ）

=941mm2。

验算公式 6.5.1-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1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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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V jd0 *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7.2.2-2 可知，持久设计状况下

接缝抗剪承载力为：

ycsdkcuE ffAAAV *65.1**f*1.0**f0.07 c1c 

由已知条件可知 jdV =184400N，

Asd=（184400-0.07*14.3*34000-0.1*14.3*16000）/1.65/sqrt(360*14.3）=1076mm2。

结合公式 6.5.1-1、6.5.1-2、6.5.1-3 的计算结果，该预制梁接缝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

积为 6.5.1-3 的计算结果 1639mm2。钢筋计算简图中输出结果为 1645mm2，手核结果

与计算输出一致。

11.1.1.2 预制次梁

程序依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第 6.5.1 条对预制次梁梁端接缝

进行抗剪验算。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预制次梁梁端接缝抗剪验算。

以左端为例，该预制次梁左端需配置的纵向钢筋面积为 443mm2。

查看该预制梁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梁截面尺寸为200*500，保护层厚度为20，程序内部计算时用的h0=500-42.5=357.5；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接缝承载力计算时 Ac1=34000mm2、 Ak=16000(mm2)，此处如果预制构件施工图

模块修改了键槽尺寸，只需在上部结构中执行“只设计（不计算）”，则可将修改后的

混凝土截面面积带入重新进行接缝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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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制梁左端接缝进行验算，查看构件信息中各工况组合下第 1 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得到最大剪力设计值为 109.5KN，第 1 号组合。

验算公式 6.5.1-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1 为：

uVV jd0 *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7.2.2-2 可知，持久设计状况下

接缝抗剪承载力为：

ycsdkcuE ffAAAV *65.1**f*1.0**f0.07 c1c 

由已知条件可知 jdV =109500N，

Asd=（109500-0.07*14.3*34000-0.1*14.3*16000）/1.65/sqrt(360*14.3）=444mm2。

钢筋计算简图中输出结果为 443mm2，手核结果与计算输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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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预制梁端接缝抗剪验算

3.1.0 版本中进行实配钢筋下的预制构件接缝验算如下图所示。

4.0.0 版本不同菜单模块进行接缝验算规则如下。

“平面图编辑”菜单模块进行接缝验算

4.0.0 版本改变了在“平面图编辑”菜单模块进行预制构件接缝验算的流程。在该模

块执行“绘新图”或“打开旧图”时，会自动执行“预制构件更新配筋”菜单命令，避

免了每次进入后都需手动执行该菜单命令，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修改平法配筋后立即进行

接缝验算，还需要执行“预制构件更新配筋”菜单命令。

此处还有一项修改，此菜单模块进行接缝验算不再读取“预制构件设计”菜单模块

生成的或修改的预制构件实配钢筋，即“预制构件设计”菜单模块生成预制构件配筋时

读取现浇结构配筋是单向的，在“预制构件设计”菜单模块修改的配筋规格不会反读到

“平面图编辑”菜单模块中。

“预制构件设计”菜单模块进行接缝验算

4.0.0 版本在“预制构件设计”菜单模块进行预制构件接缝验算时，读取的实配钢筋

是预制构件存储的实配钢筋。

在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专项验算菜单下，设置了“预制梁端抗剪”菜单，点取该菜

单后将进行本层所有预制梁的抗剪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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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弹出本层全层预制梁抗剪验算结果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每一根预制梁只输出它

的验算计算结果是否满足，并且输出设计所需面积 Asd 与实配结果进行对比。

之后可以用鼠标点取平面上的需要输出详细过程的预制梁，将弹出所选预制梁的详

细的梁端抗剪计算书，计算书会输出详细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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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预制柱底接缝处抗剪验算

预制柱底接缝抗剪验算分为上部结构计算中的验算部分和预制构件施工图中的验算

部分。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除了继承上部结构计算中的验算结果外，还补充了实配钢筋

下的接缝验算。

11.2.1 上部结构计算部分预制柱底接缝抗剪验算

上部结构计算部分预制柱底接缝抗剪验算依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1-2014 中相关条文进行。

由《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第 7.2.3 条可知预制柱底接缝抗剪承载

力分为预制柱受压和预制柱受拉两种状况。

由于没有持久设计状况下的承载力计算公式，程序只遍历地震工况组合进行接缝承

载力验算。即只进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中公式 6.5.1-2 和公式

6.5.1-3 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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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柱底加密区按公式 6.5.1-3 验算时，式中 Vmua 为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式 11.4.7 和式 11.4.8 计算得到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其中 Asv 取柱计算

结果中加密区箍筋面积乘以超配系数之后的箍筋面积。

11.2.1.1 预制柱受压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受压预制柱柱底接缝抗剪验算。

该预制柱配筋简图中输出的 PC21.82 表示为满足接缝验算预制柱底需配置的纵向钢

筋面积为 2182mm2。

查看该预制柱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柱截面尺寸为500*500，保护层厚度为20，程序内部计算时用的h0=500-42.5=457.5；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箍筋间距为 100，超配系数为默认值 1.15；

计算用柱底加密区箍筋面积为 131mm2；

抗震等级为 2 级，剪力放大系数ηj取 1.2；

柱剪跨比为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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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算公式 6.5.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3 为：

uEmua VV *j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式 11.4.7 计算预制柱受压时的 Vmua，

其中 Asv=1.15*131=150.6mm2。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式 7.2.3-1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式 11.4.7 可知，计算 Vmua 时轴力项的系数为 0.056/0.85，计算 Vue 时

轴力项的系数为 0.8，所以当轴压力越小时，所需纵筋面积越大。查看该预制柱构件信息

中所有地震工况组合下最小轴压力为的组合号为 35，轴力为 305.9KN。

305.9KN<0.3*14.3*500*500/1000=1072.5KN。

Vmua=[1.05/(1+2.732)*1.43*500*457.5+360*131*1.15*457.5/100+0.056*305900]/

0.85=42033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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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缝验算剪力设计值为 1.2*420334=504400N。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7.2.3-1 可知，受压预制柱接缝

抗剪承载力为：

ycsduE ffANV *65.1*0.8 

由上式可得接缝抗剪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积为：

Asd=（1.2*420334-0.8*305900）/1.65/sqrt(360*14.3)=2193mm2，与输出结果一致。

验算公式 6.5.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2 为：

REuEVV /jdE 

由于上部结构计算中预制柱抗剪箍筋面积计算循环了所有组合，同时在计算 Vmua

时考虑了超配系数，而且公式 6.5.1-3 多乘了一个剪力放大系数，还有承载力计算公式

6.5.1-3 不会除以调整系数。所以此处不再手核公式 6.5.1-2 的内容。

11.2.1.2 预制柱受拉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受拉预制柱柱底接缝抗剪验算。

该预制柱配筋简图中输出的 PC39.37 表示为满足接缝验算预制柱底需配置的纵向钢

筋面积为 3937mm2。

查看该预制柱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柱截面尺寸为500*500，保护层厚度为20，程序内部计算时用的h0=500-42.5=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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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箍筋间距为 100，超配系数为默认值 1.15；

计算用柱底加密区箍筋面积为 131mm2；

抗震等级为 2 级，剪力放大系数ηj取 1.2；

柱剪跨比为 2.732。

验算公式 6.5.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3 为：

uEmua VV *j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式 11.4.8 计算预制柱受压时的 Vmua，

其中 Asv=1.15*131=150.6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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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式 7.2.3-2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式 11.4.8 由实际计算可知，该预制柱轴拉力越大，所需纵向钢筋面积越

多。。查看该预制柱构件信息中所有地震工况组合下最大轴拉力为的组合号为 29，轴拉

力为 56.2KN。

Vmua=[1.05/(1+2.732)*1.43*500*457.5+360*131*1.15*457.5/100-0.2*56200]/0.8

5=386957N。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7.2.3-2 可知，受压预制柱接缝

抗剪承载力为：



























2

ysd f*
-1*65.1
A
NffAV ycsduE

由上式可得接缝抗剪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积为：

Asd=sqrt[（1.2*386957/1.65）2/360/14.3+(56200/360)2]=3925mm2，与输出结果一

致。

验算公式 6.5.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2 为：

REuEVV /jdE 

由于上部结构计算中预制柱抗剪箍筋面积计算循环了所有组合，同时在计算 V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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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考虑了超配系数，而且公式 6.5.1-3 多乘了一个剪力放大系数，还有承载力计算公式

6.5.1-3 不会除以调整系数。所以此处不再手核公式 6.5.1-2 的内容。

11.2.2 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预制柱底接缝抗剪验算

预制柱实配钢筋下的接缝验算可参考预制梁接缝验算。

11.3 预制墙底接缝处抗剪验算

预制墙底接缝抗剪验算分为上部结构计算中的验算部分和预制构件施工图中的验算

部分。

上部结构计算中又包括国标《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下的验算和

北京地标《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下的预制墙接缝验算。

同时每一种标准下又可分为加强区和非加强区的预制墙接缝抗剪承载力计算。

11.3.1 上部结构计算部分预制墙底接缝抗剪验算（国标）

上部结构计算部分预制墙底接缝抗剪验算依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1-2014 中相关条文进行。

预制墙底接缝处抗剪承载力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第 8.3.7

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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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规范中没有持久设计状况下的承载力计算公式，程序只遍历地震工况组合进行

接缝承载力验算。对于加强区预制墙只进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中公式 6.5.1-2 和公式 6.5.1-3 的验算。对于非加强区预制墙只进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1-2014 中公式 6.5.1-2 的验算。

对于加强区预制墙按公式 6.5.1-3 验算时，式中 Vmua 为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式 11.7.4 和式 11.7.5 计算得到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其中 Asv 取墙计算

结果中水平分布筋面积乘以超配系数之后的面积。

11.3.1.1 预制墙受压（加强区）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加强区受压预制墙墙底接缝抗剪验算。

该预制墙配筋简图中输出的 PC5.54 表示为满足接缝验算预制墙底需配置的纵向钢

筋面积为 554mm2。

查看该预制墙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预 制 墙 尺 寸 为 200*1650*3000 （ mm ） ， aa=200 ， 程 序 内 部 计 算 时 用 的

h0=1650-200=1450mm；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箍筋间距为 150，超配系数为默认值 1.15；

计算用墙水平分布筋面积为 75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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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等级为 3 级，剪力放大系数ηj取 1.1；

墙剪跨比为 0.254；

验算公式 6.5.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3 为：

uEmua VV *j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式 11.7.4 计算预制墙受压时的 Vmua，

其中 Asv=1.15*75=86.25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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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式 8.3.7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式 11.7.4 可知，计算 Vmua 时轴力项的系数为 0.1/0.85，计算 Vue 时轴

力项的系数为 0.8，所以当轴压力越小时，所需纵筋面积越大。查看该预制墙构件信息中

所有地震工况组合下最小轴压力为的组合号为 32，轴力为 606KN。

606KN<0.2*14.3*200*1450/1000=829.4KN。

Vmua=[1/(1.5-0.5)*(0.4*1.43*200*1450+0.1*606000)+0.8*360*1.15*75*1450/150]

/0.85=548941N。

接缝验算剪力设计值为 1.1*548941=603835N，与构件信息中接缝验算输出的

Vc=604KN 一致。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8.3.7 可知，受压预制墙底接缝

抗剪承载力为：

sdy0.6f*0.8 ANVuE 

由上式可得接缝抗剪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积为：

Asd=（1.1*548941-0.8*606000）/0.6/360=551mm2，与输出结果一致。

验算公式 6.5.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2 为：

REuEVV /jdE 

由于上部结构计算中预制墙抗剪箍筋面积计算循环了所有组合，同时在计算 Vmua

时考虑了超配系数，而且公式 6.5.1-3 多乘了一个剪力放大系数，还有承载力计算公式

6.5.1-3 不会除以调整系数。所以此处不再手核公式 6.5.1-2 的内容。

11.3.1.2 预制墙受拉（加强区）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受拉预制墙墙底接缝抗剪验算。

该预制墙配筋简图中输出的 PC55.17 表示为满足接缝验算预制墙底需配置的纵向钢

筋面积为 5517mm2。显红表示计算配置的竖向筋小于接缝验算得到的竖向筋面积，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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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构件信息截图中的接缝验算输出结果可知，墙计算配筋 Ast=3427.8mm2（考虑了超配

系数），接缝验算需要的纵筋为 5517mm2，所以 AstNeed=5517-3427.8=2089.2mm2。

查看该预制墙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预 制 墙 尺 寸 为 200*1650*3000 （ mm ） ， aa=200 ， 程 序 内 部 计 算 时 用 的

h0=1650-200=1450mm；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箍筋间距为 150，超配系数为默认值 1.15；

计算用墙水平分布筋面积为 75mm2；

抗震等级为 3 级，剪力放大系数ηj取 1.1；

墙剪跨比为 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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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算公式 6.5.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3 为：

uEmua VV *j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式 11.7.5 计算预制墙受拉时的 Vmua，

其中 Asv=1.15*75=86.25mm2。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式 8.3.7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式 11.7.5 可知，计算 Vmua 时轴力项的系数为 0.1/0.85，计算 Vue 时轴

力项的系数为 0.8，所以当轴拉力越大时，所需纵筋面积越大。查看该预制墙构件信息中

所有地震工况组合下最大轴拉力的组合号为 28，轴拉力为 992.9KN。

0.4*1.43*200*1450-0.1*992900=66590N＞0。

Vmua=[1/(1.5-0.5)*(0.4*1.43*200*1450-0.1*992900)+0.8*360*1.15*75*1450/150]

/0.85=360835N。

接缝验算剪力设计值为 1.1*360835=396918N，与构件信息中接缝验算输出的

Vc=397KN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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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8.3.7 可知，受压预制墙底接缝

抗剪承载力为：

sdy0.6f*0.8 ANVuE 

由上式可得接缝抗剪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积为：

Asd=（1.1*360835+0.8*992900）/0.6/360=5515mm2，与输出结果一致。

验算公式 6.5.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2 为：

REuEVV /jdE 

由于上部结构计算中预制墙抗剪箍筋面积计算循环了所有组合，同时在计算 Vmua

时考虑了超配系数，而且公式 6.5.1-3 多乘了一个剪力放大系数，还有承载力计算公式

6.5.1-3 不会除以调整系数。所以此处不再手核公式 6.5.1-2 的内容。

11.3.1.3 预制墙接缝验算（非加强区）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非加强区预制墙墙底接缝抗剪验算。

该预制墙配筋简图中输出的 PC2.54 表示为满足接缝验算预制墙底需配置的纵向钢

筋面积为 254mm2。

查看该预制墙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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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制 墙 尺 寸 为 200*1650*3000 （ mm ） ， aa=200 ， 程 序 内 部 计 算 时 用 的

h0=1650-200=1450mm；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验算公式 6.5.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2 为：

REuEVV /jdE 

控制组合为 33 号组合，查构件信息可得 33 号组合墙底内力 V=105.7KN，N=43.9KN

（压力）。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8.3.7 可知，受压预制墙底接缝

抗剪承载力为：

sdy0.6f*0.8 ANVuE 

由上式可得接缝抗剪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积为：

Asd=（105700*0.85-0.8*43900）/0.6/360=253mm2，与输出结果一致。

11.3.2 上部结构计算部分预制墙底接缝抗剪验算（北京地标）

当装配式参数页勾选“按北京市装配式规程验算预制墙接缝”时，上部结构计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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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预制墙底接缝抗剪验算依据北京地标《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中相关条文进行。

预制墙底接缝处抗剪承载力根据《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第 5.5.2 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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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版本程序只遍历地震工况组合进行接缝承载力验算。对于加强区预制墙只进行

《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中公式 5.5.1-2 和公式 5.5.1-3 的验算。

对于非加强区预制墙只进行《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中公式

5.5.1-2 的验算。

对于加强区预制墙按公式 5.5.1-3 验算时，式中 Vmua 为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式 11.7.4 和式 11.7.5 计算得到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其中 Asv 取墙计算

结果中水平分布筋面积乘以超配系数之后的面积。

11.3.2.1 预制墙受压（加强区）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加强区受压预制墙墙底接缝抗剪验算。

该预制墙配筋简图中输出的 PC26.41 表示为满足接缝验算预制墙底需配置的纵向钢

筋面积为 2641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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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该预制墙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预 制 墙 尺 寸 为 200*1650*3000 （ mm ） ， aa=200 ， 程 序 内 部 计 算 时 用 的

h0=1650-200=1450mm；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箍筋间距为 150，超配系数为默认值 1.15；

计算用墙水平分布筋面积为 75mm2；

抗震等级为 3 级，剪力放大系数ηj取 1.3；

柱剪跨比为 0.254；

验算公式 5.5.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6.5.1-3 为：

mjjd *RR E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式 11.7.4 计算预制墙受压时的 Rm，其

中 Asv=1.15*75=86.25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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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式 5.5.2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0-2010 式 11.7.4 可知，计算 Rm时轴力项的系数为 0.1/0.85，计算 RjdE时

轴力项的系数为 0.8，所以当轴压力越小时，所需纵筋面积越大。查看该预制墙构件信息

中所有地震工况组合下最小轴压力为的组合号为 32，轴力为 79KN。

79KN<0.2*14.3*200*1450/1000=829.4KN。

Vmua=[1/(1.5-0.5)*(0.4*1.43*200*1450+0.1*79000)+0.8*360*1.15*75*1450/150]

/0.85=486941N。

接缝验算剪力设计值为 1.3*486941=633023N，与构件信息中接缝验算输出的

Vc=634KN 一致。

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8.3.7 可知，受压预制墙底接缝

抗剪承载力为：

sdy0.6f*0.8 ANVuE 

由上式可得接缝抗剪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积为：

Asd=（1.3*486941-0.8*79000）/0.6/360=2638mm2，与输出结果一致。

验算公式 6.5.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公式 5.5.1-2 为：

RER  /S* jd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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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部结构计算中预制墙抗剪箍筋面积计算循环了所有组合，同时在计算 Vmua

时考虑了超配系数，而且公式 5.5.1-3 多乘了一个剪力放大系数，还有承载力计算公式

5.5.1-3 不会除以调整系数。所以此处不再手核公式 5.5.1-2 的内容。

11.3.2.2 预制墙受拉（加强区）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受拉预制墙墙底接缝抗剪验算。

该预制墙配筋简图中输出的 PC58.52 表示为满足接缝验算预制墙底需配置的纵向钢

筋面积为 5852mm2。显红表示计算配置的竖向筋小于接缝验算得到的竖向筋面积，由下

面构件信息截图中的接缝验算输出结果可知，墙计算配筋 Ast=3427.8mm2（考虑了超配

系数），接缝验算需要的纵筋为 5852mm2，所以 AstNeed=5852-3427.8=2424.2mm2。

查看该预制墙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预 制 墙 尺 寸 为 200*1650*3000 （ mm ） ， aa=200 ， 程 序 内 部 计 算 时 用 的

h0=1650-200=1450mm；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箍筋间距为 150，超配系数为默认值 1.15；

计算用墙水平分布筋面积为 75mm2；

抗震等级为 3 级，剪力放大系数ηj取 1.3；

墙剪跨比为 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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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算公式 5.5.1-3

《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公式 5.5.1-3 为：

mjjd *RR E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式 11.7.5 计算预制墙受拉时的 Rm，其

中 Asv=1.15*75=86.25mm2。

根据《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式 5.5.2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0-2010 式 11.7.5 可知，计算 Rm时轴力项的系数为 0.1/0.85，计算 RjdE时

轴力项的系数为 0.8，所以当轴拉力越大时，所需纵筋面积越大。查看该预制墙构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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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地震工况组合下最大轴拉力的组合号为 28，轴拉力为 992.9KN。

0.4*1.43*200*1450-0.1*992900=66590N＞0。

Vmua=[1/(1.5-0.5)*(0.4*1.43*200*1450-0.1*992900)+0.8*360*1.15*75*1450/150]

/0.85=360835N。

接缝验算剪力设计值为 1.3*360835=469085N，与构件信息中接缝验算输出的

Vc=470KN 一致。

根据《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公式 5.5.2 可知，受压预制墙

底接缝抗剪承载力为：

syjd 0.6f*0.8 ANV 

由上式可得接缝抗剪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积为：

Asd=（1.3*360835+0.8*992900）/0.6/360=5849mm2，与输出结果一致。

验算公式 5.5.1-2

《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公式 5.5.1-2 为：

RER  /S* jddj 

由于上部结构计算中预制墙抗剪箍筋面积计算循环了所有组合，同时在计算 Vmua

时考虑了超配系数，而且公式 5.5.1-3 多乘了一个剪力放大系数，还有承载力计算公式

5.5.1-3 不会除以调整系数。所以此处不再手核公式 5.5.1-2 的内容。

11.3.2.3 预制墙接缝验算（非加强区）

下面根据实例分析某非加强区预制墙墙底接缝抗剪验算。

该预制墙配筋简图中输出的 PC3.67 表示为满足接缝验算预制墙底需配置的纵向钢

筋面积为 367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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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该预制墙的构件信息可得如下内容：

预 制 墙 尺 寸 为 200*1650*3000 （ mm ） ， aa=200 ， 程 序 内 部 计 算 时 用 的

h0=1650-200=1450mm；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强度等级为 HRB400；

验算公式 6.5.1-2

《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公式 5.5.1-2 为：

RER  /S* jddj 

控制组合为 33 号组合，查构件信息可得 33 号组合墙底内力 V=103.9KN，N=43.9KN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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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缝验算剪力设计值为 1.1*103900=114290N，与构件信息中接缝验算输出的

V=114KN 一致。

根据《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规程》DB11/1003-2013 公式 5.5.2 可知，受压预制墙

底接缝抗剪承载力为：

syjd 0.6f*0.8 ANV 

由上式可得接缝抗剪验算所需纵向钢筋面积为：

Asd=（114290*1.0-0.8*43900）/0.6/360=366mm2，与输出结果一致。

11.3.3 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预制墙底接缝抗剪验算

预制墙底水平接缝受剪承载力验算在“专项验算”菜单下进行(见下图)，点取该菜单

后将进行本层所有预制墙的墙底抗剪验算。

首先输出本层全部预制墙的简单验算结果，只输出包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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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相应的预制墙段，输出详细的计算信息。包括所有地震工况下的详细验算

过程。验算内容包括《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2014公式6.5.1-2和公式6.5.1-3

的内容。

和上部结构计算不同的是，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只验算预制墙肢的接缝，内力取值

原则为剪力和轴力按长度平均分配，弯矩按应力积分等效为轴力。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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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构件验算信息文本中输出了所有地震组合的验算结果，取其中一个组合输出结果

如下：

由上图可知，程序输出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式 6.5.1-2 和

6.5.1-3 的计算信息，并在最后验算了两个公式是否满足，由于给出了验算所需的所有计

算参数，此处对计算过程不在展开。

需要注意的是：墙剪跨比取值时默认取的定值 1.9；对加强区和非加强区取得同样的

计算过程，均验算式 6.5.1-2 和式 6.5.1-3 的内容；预制构件施工图模块不计算北京地标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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