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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Ｕ Ｊｕｎｇａｎｇ(３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ａｎｇｄａｃｈｅ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Ｅ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ＺＨＯＮＧ Ｗｅｎｚｈｏｎｇ　 ＭＡＯ Ｔ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４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ｈｕ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Ｅ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ＷＵ Ｊｕｎ　 ＺＨＯＮＧ Ｘｕｅｆｕ
ＨＥ Ｙｉｙｕｎ　 ＨＥ Ｚｈｅｙｕ　 ＹＩ 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ＭＡＯ Ｔ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５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Ｋａｉｆｅｎｇ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ａｄｉｕｍ

　 ＣＨＥ Ｓｈｕｎ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ｏ　 ＪＩＡ Ｊｕｎｍｉｎｇ
ＷＵ Ｋｕｎ　 ＺＥＮＧ Ｆａｎｓｈｅｎｇ (５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ｐａｎ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ｍａｓｏｎｒｙ ｓｈｅｌｌ “Ｒｅｄ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ｎ　 ＣＨＥＮ Ｘｕｅｊ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Ｒｕｉ　 ＹＵＡＮ Ｆｅｎｇ (６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ｏｏｆ ｇｒｉ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ＺＨＯＵ Ｃ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ＬＩ Ｙａｐｅｎｇ
ＱＩＵ Ｙｉｋｕｎ　 Ａ Ｓｉｈａ　 ＱＩＵ 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７１)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ｔ
ｒｏｌｌｅｄ Ｈ￣ｂｅａｍ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ＦＵ Ｊｉｅ　 ＬＩＵ Ｙａｎｓ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ｚｈｏｕ　 ＸＩＮＧ Ｊｕｎ
ＷＵ Ｂａｏｑｉａｏ　 ＳＨＩ Ｇ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ｅ (７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ｌｏ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ｂ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ｒｉｂｂ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ｌａｂ
　 ＺＨＡＯ Ｌｅｉ　 ＺＨＡＯ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ＺＨＵ Ｌｅｉ(８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ｗｉｎｄ￣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ｒｏａｄ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ｗｅｉ(９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 ＭＳ ６.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ＥＮＧ Ｓｈｉｂｉｎ　 ＷＵ Ｊｉｎｇ　 ＬＵＯ Ｌｕ　 ＢＩ Ｑｉｏｎｇ
ＬＥＩ Ｙｕ　 ＺＨＡＮＧ Ｐｕ　 ＷＵ 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９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ｏｄｅｎ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ｆａｒｍｈｏｕｓｅ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ｙｕ　 ＺＨＯＵ Ｔｉｅｇａｎｇ(１０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
　 ＭＩＡＯ Ｚｈｉｗｅｉ　 ＭＡ Ｄ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ＬＩ Ｘｉｎｆａｎｇ(１０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ｒａ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ｃｋ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ｕ(１１７)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ＸＵ Ｌｉｎ　 ＳＵＩ Ｘｉ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ｈｕａ　 ＺＨＯＵ Ｄｉｎｇ
ＰＥＮＧ Ｌｉｎｈａｉ　 ＦＡＮ Ｓｈｅｎｇｊｉｅ　 ＹＡＮＧ Ｙｉｙｕ (１２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ｊ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ｔ￣ｗａｉｓｔ ｂｅａｍ￣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ｗａｌｌ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ｅｅｌ ｐ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ｐｌｅｒ
　 ＭＡＩ Ｊｉａ’ｅｒ　 ＬＵ Ｘｉａｏｚｈｉ　 ＨＥ Ｇｕａｎｈｏｎｇ　 ＰＥＩ Ｘｉｎｇｋａｉ(１３０)



　 ｉｖ

向审稿专家致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１００ 周年ꎬ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ꎬ创刊于 １９７１ 年的«建筑结构»杂志也迎来了

５０ 周年ꎮ ５０ 年来ꎬ«建筑结构»得到了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的精心指导ꎬ也得到了结构行业各个方面的大力

支持ꎮ «建筑结构»的成长和发展ꎬ凝聚着编委、审稿专家、作者、读者的闪耀智慧ꎬ汇集着建筑结构行业工程

技术人员的丰硕成果ꎬ饱含着«建筑结构»一代代工作人员的辛勤耕耘ꎮ

饮水思源ꎬ心怀感恩ꎮ «建筑结构»２０２１ 年度出版工作已圆满完成ꎬ这与审稿专家认真、仔细、严谨、公正

地审稿密不可分ꎮ 在此ꎬ«建筑结构»编辑部向本刊 ２０２１ 年度全部审稿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感谢您的无

私奉献和辛勤付出!

２０２１ 年度为本刊审稿的专家有(以姓名汉语拼音为序):

艾智勇　 白绍良　 包　 华　 包联进　 卜良桃　 蔡　 健　 曹芙波　 曹　 晖　 曹万林　 曹正罡　 曾朝杰

陈彬磊　 陈　 波　 陈才华　 陈大好　 陈　 淮　 陈建伟　 陈建兴　 陈　 昆　 陈龙珠　 陈　 明　 陈　 勤

陈焰周　 陈以一　 陈宇良　 陈振明　 陈宗平　 成　 勃　 程绍革　 程远兵　 程志宝　 种　 迅　 邓春燕

邓明科　 邓友生　 丁洁民　 丁永君　 董凯利　 樊健生　 范　 重　 高丹盈　 高文生　 高小旺　 高政国

閤东东　 宫剑飞　 贡金鑫　 顾浩声　 顾　 磊　 顾　 强　 郭　 兵　 郭海山　 郭俊平　 郭彦林　 过　 凯

哈敏强　 韩庆华　 郝际平　 何敏娟　 贺军利　 贺小岗　 侯　 超　 侯晓萌　 侯兆新　 胡振青　 黄朝煊

黄俊光　 黄　 锐　 黄世敏　 黄永强　 计　 静　 季　 静　 贾远林　 江　 韩　 江　 深　 江晓峰　 江　 毅

江重阳　 姜忻良　 蒋欢军　 蒋济同　 焦峪波　 介玉新　 金　 波　 金骥良　 金伟良　 金新阳　 金振奋

经　 杰　 敬登虎　 兰春光　 冷　 斌　 冷冬梅　 李海锋　 李　 华　 李华峰　 李　 钦　 李维滨　 李伟强

李伟兴　 李　 易　 李云贵　 连　 峰　 梁　 峰　 梁兴文　 廖显东　 林景华　 刘成清　 刘　 枫　 刘　 航

刘金波　 刘　 军　 刘军进　 刘立新　 刘民易　 刘启方　 刘松华　 刘学林　 刘　 洋　 刘玉姝　 娄　 霓

卢　 旦　 卢　 啸　 卢亦炎　 陆道渊　 陆新征　 罗赤宇　 罗锐跃　 吕佐超　 马人乐　 马　 涛　 梅国雄

孟宪宏　 苗启松　 牛荻涛　 潘　 立　 潘　 文　 潘　 毅　 庞　 瑞　 彭柏兴　 齐宏拓　 钱基宏　 钱稼茹

钱力航　 秦卫红　 全学友　 阙泽利　 任庆英　 尚守平　 沈蒲生　 石建光　 时旭东　 史　 杰　 史庆轩

史铁花　 宋玉普　 苏明周　 苏小卒　 孙　 彬　 孙海林　 孙宏伟　 孙　 逊　 孙　 瑛　 谈丽华　 覃建华

谭光宇　 谭晋鹏　 谭　 军　 汤昱川　 唐曹明　 滕延京　 田春雨　 田　 砾　 田淑明　 田玉香　 童　 敏

万叶青　 汪大绥　 王春光　 王凤来　 王国波　 王洪臣　 王洪国　 王立军　 王　 蕊　 王　 森　 王曙光

王　 涛　 王卫东　 王文达　 王晓锋　 王亚勇　 王依群　 王元清　 王　 哲　 魏利金　 魏　 洋　 翁大根

吴定俊　 吴宏磊　 吴金志　 吴　 京　 吴映栋　 武　 岳　 肖　 川　 肖从真　 肖建庄　 肖　 伟　 谢新宇

邢　 民　 徐　 斌　 徐　 建　 徐　 正　 徐志宏　 徐中华　 徐自国　 许清风　 薛素铎　 薛伟辰　 薛彦涛

闫　 锋　 阎培渝　 杨　 博　 杨　 军　 杨　 霄　 杨学兵　 叶　 勇　 易伟建　 尹保江　 尹　 越　 于秋波

虞终军　 郁银泉　 袁理明　 苑振芳　 占玉林　 张　 超　 张　 川　 张国军　 张　 建　 张建伟　 张金海

张　 军　 张良平　 张　 弥　 张　 敏　 张　 慎　 张盛东　 张　 涛　 张　 涛　 张同亿　 张　 伟　 张　 卫

张卫国　 张文元　 张相勇　 张亚东　 张耀春　 张耀康　 张毅刚　 张　 峥　 张志强　 赵　 兵　 赵宏康

赵鹏飞　 赵霄龙　 赵彦革　 赵　 勇　 赵羽习　 赵作周　 郑文忠　 钟建敏　 钟　 阳　 周建龙　 周　 健

周平槐　 周　 笋　 周　 勇　 周　 云　 周中一　 朱爱萍　 朱　 虹　 朱礼敏　 祝文畏　 左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