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ｉ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中 国 科 技 核 心 期 刊
( 中 国 科 技 论 文 统 计 源 期 刊 )
中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来 源 期 刊
«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文 摘 » 收 录 期 刊
ＲＣＣＳＥ 中 国 核 心 学 术 期 刊 ( Ａ )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网 络 出 版 总 库
万 方 数 据 知 识 服 务 平 台
维 普 中 文 科 技 期 刊 数 据 库
超 星 期 刊 “ 域 出 版 ” 平 台
ＪＳＴ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日)
中 国 期 刊 方 阵 “ 双 效 ” 期 刊
建 设 部 优 秀 科 技 期 刊

主　 　 管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　 　 办　 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协办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奥雅纳工程顾问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编辑出版　 «建筑结构»编辑部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３６ 号 Ａ 座 ４ 层
　 　 邮编　 １００１２０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３６８７７７(邮购)ꎻ ５７３６８７８３(广告)

５７３６８７８２ / ４ / ５ꎬ５７３６９０４２ / ５(编辑)
　 　 网址　 ｗｗｗ.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
社长兼主编　 王学东
副　 社　 长　 魏　 星
执 行 主 编　 王　 彬
编　 辑　 部　 吴定燕(主任) 　 时娇娇(副主任) 　

张梅花　 李会珍　 左丹丹　 高洪涛
成　 乐　 曹晓庆　 刘润琦　 程　 哲

运　 营　 部　 李　 娜(主任)
吴　 琼　 秦　 耕　 赵　 翘　 万金硕

责 任 编 辑　 张梅花
印 刷 单 位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范 围　 公开发行
国 内 发 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２￣７５５
邮 购 零 售　 «建筑结构»编辑部
国 外 发 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３９９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Ｍ４１９９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１１￣２８３３ / ＴＵ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８４８Ｘ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西市监广登字 ２０１７０２３７ 号
版权声明:刊登于«建筑结构»杂志的所有稿件(文字
和图片资料)ꎬ视同作者同意将本论文著作权及图片
所有权中的汇编权(文章的部分或全部)、印刷版和
电子版(包括光盘版和网络版等)的复制权、发行权、
翻译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在全世界范围
内授予«建筑结构»杂志社ꎬ同时授权«建筑结构»杂
志社独家代理许可第三者使用上述权利ꎮ 作者文章
著作权使用费计入稿酬一次付清ꎬ本刊不再另付报酬ꎮ

(半月刊)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ＪＩＥＧＯＵ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创刊)
第 ５１ 卷第 １６ 期(总第 ５５５ 期)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出版

目　 　 次

装配式结构
螺栓连接装配式多层剪力墙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李　 然　 田春雨　 马云飞　 王景龙( １ )
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楼梯抗弯性能试验研究
　 刘文政　 崔士起( ８ )
ＣＦＲＰ 加固前后 Ｌ 形竖缝装配式耗能剪力墙抗震性能研究

　 张玉敏　 庞　 豹　 李　 祥
王宇亮　 蔡占军　 何　 斌

(１６)

装配式全预制沉箱及连接件力学性能试验研究

　 施明哲　 李　 杰　 廖桢颖
俞大有　 陈　 俊　 陈甫亮

(２１)

装配式综合管廊钢筋环扣连接节点抗弯性能研究

　 严　 涛　 吴委林　 周　 冲
郭志鹏　 魏京民　 李张苗

(２９)

钢与组合结构
基于 Ｅｌｍａｎ 神经网络算法的型钢再生混凝土结构粘结强度预测
方法研究
　 白国良　 刘　 彪　 许振华　 尹玉光(３５)
钢支撑￣混凝土框排架结构抗震性能试验及有限元分析
　 王富民　 高向宇　 黄　 金　 曾圳杰(４２)
±８００ｋＶ特高压直流重冰区输电铁塔真型试验及螺栓连接滑移影
响分析

　 蒋　 锐　 刘翔云　 何松洋
杨　 洋　 李张谋　 李　 林

(５１)

穿孔肋拉杆约束方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压试验研究
　 郑新志　 孙玉涛　 郭好振(５８)
高层钢框架结构考虑 Ｐ￣Δ 效应的弹性层间有害位移的简化计算
　 皮凤梅　 任文杰　 陈博文　 赵　 越(６４)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外高强钢领域研究热点分析
　 郭宏超　 毛宽宏　 周熙哲　 李　 慎(６９)
海洋腐蚀环境下 Ｑ６９０ 高强钢对接焊缝连接的力学性能研究
　 郭宏超　 张　 鹏　 李彤宇　 李炎隆　 刘云贺(７６)

检测鉴定与加固改造
既有大跨度结构托柱改造的关键问题研究
　 马镇炎　 王锦文　 张梅松　 马月平　 王洪欣(８１)
锚焊 Ｕ 形钢板加固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弯性能研究
　 钱　 威　 杨　 锋　 王培成　 周　 健(８６)



　 ｉｉ

本刊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任 委 员: 修　 龙

常务副主任委员: 任庆英

副 主 任 委 员: 汪大绥　 丁洁民　 王翠坤
柯长华　 张　 雁　 徐　 建　 范　 重　 王学东

资 深 委 员: 马克俭　 王亚勇　 江欢成
吴学敏 沈世钊　 周绪红　 邵卓民 周福霖
聂建国　 徐培福　 龚晓南　 董石麟　 谢礼立
蓝　 天　 欧进萍　 肖绪文　 岳清瑞　 陈湘生
张建民　 蔡益燕　 魏　 琏　 顾国荣

委　 员: 丁永君　 干　 钢　 王立军　 韦　 宏
方小丹　 邓小华　 左　 江　 石永久　 龙卫国
叶列平　 叶燎原　 白生翔　 白国良　 冯　 远
冯大斌　 吕西林　 朱炳寅　 刘　 建　 刘立新
刘军进　 刘金砺　 刘彦生　 刘维亚　 刘琼祥
齐五辉　 孙　 逊　 孙宏伟　 孙建超　 孙慧中
贡金鑫　 李　 霆　 李云贵　 李少甫　 李亚明
李向民　 李宏男　 李英民　 李国胜　 杨　 琦
杨庆山　 肖从真　 吴　 刚　 吴一红　 吴耀华
何敏娟　 汪　 洋　 沈蒲生　 张　 谨　 张小冬
张同亿　 张良平　 张其林　 张爱林　 张毅刚
陈以一　 陈志华　 陈明中　 陈彬磊　 苗启松
苑振芳　 范　 峰　 郁银泉　 罗尧治　 罗赤宇
金伟良　 金如元　 金新阳　 周　 云　 周建龙
郑文忠　 单玉川　 赵西安　 赵春山　 赵基达
赵霄龙　 郝际平　 胡立黎　 施祖元　 施楚贤
姜忻良　 娄　 宇　 秦　 杰　 夏长春　 顾　 强
顾祥林　 钱稼茹　 高小旺　 高文生　 高承勇
陶学康　 黄小坤　 黄世敏　 黄兆纬　 龚　 剑
崔鸿超　 葛家琪　 韩林海　 傅学怡　 舒赣平
曾凡生　 蔡　 健　 樊健生　 滕延京　 潘　 文
薛素铎　 霍　 达　 霍文营　 戴雅萍

变温度场下 ＣＦＲＰ 布加固工字钢梁疲劳性能研究
　 杨文瑞　 冯中敏　 黎惠莹　 袁　 娇(９３)
组合加固混凝土悬挑梁力学性能研究
　 罗永成　 谯旭东　 郭　 川　 吴　 兵　 杨健兵(９７)
某改扩建高中食堂楼盖振动舒适度分析
　 金　 峤　 吴翔宇　 王传克　 胡嘉飞　 戴雨轩(１０２)
基于频谱分析和小波包熵值技术的压浆密实度检测与分析
　 杨昌民　 石　 冲　 苏胜昔　 刘孟刚(１１０)

混凝土结构

ＨＲＢ６００ 级钢筋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柱对称配筋计算研究
　 张　 波　 邱利军　 陈学良　 周占学　 刘　 铂(１１６)
橡胶混凝土低温轴心抗压及抗折性能试验研究
　 薛　 刚　 孙立所　 许　 胜(１２１)
高温后不同沙漠砂替代率砂浆单轴受压力学性能试验研究
　 刘　 强　 刘海峰　 孙　 帅(１２７)
风积沙混凝土微观结构及孔隙特征研究
　 银英姿　 雷雅楠　 苏　 英(１３５)

简讯

«建筑结构»投稿须知(ｉｖ)ꎻ«建筑结构»稿件录制视(音)频倡议
书( ｉｖ)ꎻ上海明确注册设计师负责制及违规记分管理办法
(１１５)ꎻ建筑结构官微荣获“２０２１ 年全国建筑业最具影响力公众
号”(１２０)



ｉｉｉ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ｅｍｉｍｏｎｔｈｌｙꎬＳｔａｒｔｅｄ ｉｎ １９７１)

Ｖｏｌ.５１ꎬＮｏ.１６(Ｔｏｔａｌ ５５５)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Ｄａｔｅ:Ａｕｇｕｓｔ ２５ꎬ２０２１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Ｃｏ.ꎬ Ｌｔｄ.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ｈｉｅｆ Ｅｄｉｔｏｒ:ＷＡＮＧ Ｘｕｅｄｏｎｇ
Ｅｄｉｔｅｄ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３６ Ｄｅｓｈｅｎｇｍｅｎｗａｉ Ｓｔｒｅｅｔꎬ
　 Ｚ.Ｐ ｃｏｄｅ １００１２０ꎬ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８６￣１０￣６８３６２２６１ꎬ５７３６８７８３
Ｗｅｂｓｉｔｅ:ｗｗｗ.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
ＷｅＣｈａｔ Ｉ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ｎａ Ｗｅｉｂｏ:ｗｗｗ.ｗｅｉｂｏ.ｃｏｍ / ｊｚｊ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Ｂｏｘ ３９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Ｃｏｄｅ:Ｍ４１９９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８４８Ｘ
ＣＮ １１￣２８３３/ ＴＵ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ｓｔ ｌｏｗ￣ｒｉｓ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ｈｅａｒ ｗ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ｂｏｌ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 Ｒａｎ　 ＴＩＡＮ Ｃｈｕｎｙｕ　 ＭＡ Ｙｕｎｆｅｉ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ｌｏｎｇ( １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ｌｅｘｕｒ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ｓｔ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ａｉｒｓ
　 ＬＩＵ Ｗｅｎｚｈｅｎｇ　 ＣＵＩ Ｓｈｉｑｉ( ８ )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ｈｅａｒ ｗａ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ｓｈａｐｅ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ＦＲＰ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ｍｉｎ　 ＰＡＮＧ Ｂａｏ　 ＬＩ Ｘ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ｕｌｉａｎｇ　 ＣＡＩ Ｚｈａｎｊｕｎ　 ＨＥ Ｂｉｎ(１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ｃａｉ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
　 ＳＨＩ Ｍｉｎｇｚｈｅ　 ＬＩ Ｊｉｅ　 ＬＩＡＯ Ｚｈｅｎｙｉｎｇ

ＹＵ Ｄａｙｏｕ　 ＣＨＥＮ Ｊｕｎ　 ＣＨＥＮ Ｆｕｌｉａｎｇ(２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ｒｉｎｇ ｂｕｃｋｌ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ｄｅ ｏｆ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ｕｎｎｅｌ
　 ＹＡＮ Ｔａｏ　 ＷＵ Ｗｅｉｌｉｎ　 ＺＨＯＵ Ｃｈｏｎｇ

ＧＵＯ Ｚｈｉｐｅｎｇ　 ＷＥＩ Ｊｉｎｇｍｉｎ　 ＬＩ Ｚｈａｎｇｍｉａｏ(２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ｂｏ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ｌｍａ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Ｉ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Ｂｉａｏ　 ＸＵ Ｚｈｅｎｈｕａ　 ＹＩＮ Ｙｕｇｕａｎｇ(３５)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ｒａｃ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ｒａｍｅ ｂ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ＡＮＧ Ｆｕｍｉｎ　 ＧＡＯ Ｘｉａｎｇｙｕ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　 ＺＥＮＧ Ｚｈｅｎｊｉｅ(４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ｌ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ｓｌｉｐｐａｇｅ ｏｆ
±８００ｋＶ ＵＨＶＤＣ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ｗｅｒ ｉｎ ｈｅａｖｙ ｉｃｅ ａｒｅａ
　 ＪＩＡＮＧ Ｒｕｉ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ｙｕｎ　 ＨＥ Ｓｏｎｇ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ＬＩ Ｚｈａｎｇｍｏｕ　 ＬＩ Ｌｉｎ (５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 ＣＦＳＴ ｓｈｏｒｔ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ｂａ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 ｒｉｂｓ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ｎｚｈｉ　 ＳＵＮ Ｙｕｔａｏ　 ＧＵＯ Ｈａｏｚｈｅｎ(５８)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ｉｎｔｅｒ￣ｓｔｏｒｙ ｄｒｉｆ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ｒｉｓｅ ｓｔｅｅｌ ｆｒ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Ｐ￣Δ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Ｉ Ｆｅｎｇｍｅｉ　 ＲＥＮ Ｗｅｎｊｉｅ　 ＣＨＥＮ Ｂｏｗｅｎ　 ＺＨＡＯ Ｙｕｅ(６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ｏｎ ｈｉ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ｔｅｅｌ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ＧＵＯ Ｈｏｎｇｃｈａｏ　 ＭＡＯ Ｋｕａｎｈｏｎｇ　 ＺＨＯＵ Ｘｉｚｈｅ　 ＬＩ Ｓｈｅｎ(６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Ｑ６９０ ｈｉｇｈ￣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ｔｅｅｌ ｂｕｔｔ ｗｅｌｄ ｊｏｉｎｔ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ＵＯ Ｈｏｎｇｃｈ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ＬＩ Ｔｏｎｇｙｕ

ＬＩ Ｙａｎｌｏｎｇ　 ＬＩＵ Ｙｕｎｈｅ (７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ｋｅ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ｓｐａ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ｌｕｍｎ
　 ＭＡ Ｚｈｅｎｙａ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ｉｓｏｎｇ

ＭＡ Ｙｕｅ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ｘｉｎ (８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ｌｅｘｕｒ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ｅａｍ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ｃｈｏｒ
ｗｅｌｄ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ｓｔｅｅｌ ｐｌａｔｅ
　 ＱＩＡＮ Ｗｅｉ　 Ｙ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Ｐｅｉｃｈｅｎｇ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８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ＦＲＰ ｃｌｏｔｈ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Ｉ￣ｓｔｅｅｌ￣ｂｅ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ｒｕｉ　 ＦＥＮＧ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　 ＬＩ Ｈｕｉｙｉｎｇ　 ＹＵＡＮ Ｊｉａｏ(９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ｌ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
ｂｅａｍ ｂ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ＵＯ 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Ｏ Ｘｕｄｏｎｇ　 ＧＵＯ Ｃｈｕａｎ

ＷＵ Ｂ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ｂｉｎｇ (９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ｌｏｏ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ｏｆ 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ｎｉｎｇ ｈａｌｌ
　 ＪＩＮ Ｑｉａｏ　 ＷＵ Ｘｉａｎｇｙｕ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ｋｅ

ＨＵ Ｊｉａｆｅｉ　 ＤＡＩ Ｙｕｘｕａｎ (１０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ｐａｃｋｅｔ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Ｙ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　 ＳＨＩ Ｃｈｏｎｇ　 ＳＵ Ｓｈｅｎｇｘｉ　 ＬＩＵ Ｍｅｎｇｇａｎｇ(１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ｉｔｈ
ＨＲＢ６００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ｂａ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Ｂｏ　 ＱＩＵ Ｌｉｊｕｎ　 ＣＨＥＮ Ｘｕｅｌ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Ｚｈａｎｘｕｅ　 ＬＩＵ Ｂｏ (１１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ｔ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ＸＵＥ Ｇａｎｇ　 ＳＵＮ Ｌｉｓｕｏ　 ＸＵ Ｓｈｅｎｇ (１２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ｒｔａ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ａｎｄ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ＩＵ 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Ｈａｉｆｅｎｇ　 ＳＵＮ Ｓｈｕａｉ(１２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ｅｏｌｉａｎ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ＹＩＮ Ｙｉｎｇｚｉ　 ＬＥＩ Ｙａｎａｎ　 ＳＵ Ｙｉｎｇ(１３５)



　 ｉｖ

«建筑结构»投稿须知

　 　 «建筑结构»创刊于 １９７１ 年ꎬ是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主管ꎬ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原建设部
科技情报所)、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土木工
程学会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ꎬ是建设部优秀科技期
刊ꎬ同时也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
文摘»等著名数据库检索系统收录的中文科技期
刊ꎬ是许可«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独家出版
期刊ꎮ 报道内容包括: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的设计、
施工与研究ꎻ房屋改造、纠偏与加固检测ꎻ工程事故
分析与处理ꎻ地基与基础ꎻ工程抗震、隔震、减震ꎻ结
构软件的应用ꎻ各种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ꎻ规范和
规程的修编及背景ꎻ重点工程报道ꎻ国内外科技信
息ꎻ行业技术交流活动以及产品、市场等信息ꎮ 欢迎
广大作者踊跃投稿ꎮ

(１)要求来稿理论和技术观点明确、数据准确可
靠、内容充实、结构严谨、文字简明扼要、通顺易懂ꎮ

(２)文章如有获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科研基
金资助或奖励等情况ꎬ请在稿件中加注资助或奖励项
目名称及编号ꎮ

(３)来稿内容应包括:中英两种语言的题目、作
者姓名及单位、摘要、关键词以及正文和参考文献ꎬ
并请注明第一作者的学历、 学位、 职称、 职务ꎬ
Ｅｍａｉｌ 等信息ꎮ 摘要字数要求在 ３００ ~ ４００ 字之间ꎬ
应包括论文所要实现的目的、采取的方法、研究的结
果与结论ꎬ要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ꎬ删
去背景与过去的研究信息ꎮ

(４)正文要求:１)文字、科学名词术语和计量单

位符号应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和标准ꎻ２)插图需清
楚、线条粗细分明、简洁ꎻ３)容易混淆的字母请特别
注明语种、大小写、正斜体或黑体、上下角标等ꎻ４)
文中公式、表格、插图均按全文统一编排序号ꎻ５)正
文标题最多分 ３ 个层次ꎬ依次为 １ꎬ１ １ꎬ１ １ １ꎮ

(５)文责作者自负ꎮ 引用他人作品应以参考文
献等形式明示读者ꎮ 常用的专业教科书和规范手册
可不列入参考文献ꎮ 参考文献不宜超过 １０ 篇ꎬ请按
照参考文献标准格式撰写ꎬ并按照在文中引用的先
后在顺序在文尾排序ꎮ

(６)作者不得一稿两投或多投ꎬ对已投至本刊
尚未刊出而在其他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稿件ꎬ本刊
将予以撤消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备案ꎮ 文稿如已在专
业会议上宣读、在内部刊物上发表或以其他文种刊
出ꎬ作者应在投稿时说明ꎮ 因作者一稿多投给刊物
造成不良影响ꎬ 编辑部将通报作者工作单位ꎬ 并在
刊物上公开曝光ꎮ 作者须承担审稿、 编辑加工、 纸
张和印刷等费用ꎬ 并在刊物上公开致歉ꎮ

(７)本刊收到投稿后ꎬ不再接受变更署名作者、
单位顺序或增减署名作者、单位等要求ꎮ 如果有特
殊情况ꎬ应提供由初次投稿时全部署名作者亲笔签
名致本刊的正式说明函件ꎻ提供原单位和新单位盖
章的正式函ꎬ以供本刊留档备查ꎮ

(８ ) 所 有 的 投 稿 请 通 过 本 刊 官 网 ( ｗｗ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上的远程投稿系统操作(唯一
接收稿件方式)ꎬ来稿请使用 ２００３ 版本 Ｗｏｒｄ 软件
严格按本刊格式排版ꎮ 文稿撰写及排版要求详见本
刊官网(点击“投稿”>“稿件版式”ꎬ下载即可)ꎮ

«建筑结构»稿件录制视(音)频倡议书

广大作者朋友们:
为了突破传统纸质刊的局限性ꎬ帮助读者快速、

清晰、多维度地了解论文成果ꎬ丰富论文的呈现形
态ꎬ«建筑结构»编辑部特推出文章幕后的故事征集
倡议ꎬ以更好地宣传推广您或您的团队ꎬ展示您的论
文、您的技术、您的成果等ꎬ也为读者提供更高质量
服务ꎮ 征集的内容将在结构云学堂、微信、微博及抖
音等新媒体平台展示ꎮ 具体如下:

一、项目设计类文章ꎬ可以将设计过程、遇到的
难点等通过音视频并加以文字进行阐述ꎬ也可以录
制部分现场施工的视频ꎬ或者竣工时现场讲解ꎬ也可
以是已经投入运营多年的项目ꎮ

二、试验类文章ꎬ可以将前期设计、试验过程等

环节录制为视频ꎬ也可以通过音视频介绍下论文的
写作背景、动机、趣事以及研究灵感等内容ꎮ

三、理论分析类文章ꎬ可以将有关此主题的理论体
系和发展沿革等通过音视频、动画等形式进行介绍ꎮ

四、有限元分析类文章ꎬ可以通过音视频的形式
介绍下建模的过程及参数选取等相关注意事项ꎬ配
合动画演示更佳ꎮ

五、其他方面您觉着比较好的展示形式也可以
主动告知我们ꎮ

有这方面意向的作者可以联系稿件的责任编
辑ꎬ沟通具体主题和内容ꎬ音视频一经采纳ꎬ稿件可
以提前予以刊发ꎮ

«建筑结构»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