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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y型劲性支撑穹顶结构连续倒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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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劲性支撑穹顶结构在遭受意外冲击时，可能发生连续倒塌，造成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因此分析其连

续倒塌性能十分必要。本文依据Levy型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特点，给出杆件阀值系数及其计算公式，提出连续倒
塌判别准则及倒塌类型；基于响应差值的损伤系数，给出杆件重要性系数；依据杆件重要性系数对Levy型劲性支
撑穹顶结构的杆件重要性进行计算并排序；基于连续倒塌判别准则和杆件重要性分析结果，提出连续倒塌分析
方法和流程，分析结构的连续倒塌性能，矢跨比、初始预应力对连续倒塌性能的影响，给出劲性支撑穹顶结构抗
连续倒塌的方法。研究表明：Levy型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连续倒塌类型分为无倒塌、局部倒塌和整体倒塌；结构
外环杆重要性系数最大，其次是内环杆；外环杆、内环杆和节点发生破坏，结构将发生连续倒塌，其它杆件破坏结
构不会发生倒塌；矢跨比越小、初始预应力越大，杆件的重要性越小；加强节点和环向杆件根数可提高结构的抗
连续倒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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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Levy type rigid bracing dome is impacted by unexpected load, its structure may collapse continuously, resulting in property loss
and casual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ts progressive collaps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of rigid bracing dome, the
threshold coefficients of members and its calculation formula were given, and the discriminant criteria and types of progressive collapse were proposed. Damage coefficient based on response difference was proposed, and importance coefficient of members was given. Member importance of
levy type rigid bracing dome were analyzed and sorted based on importance coefficient of members. Based on the discriminant criteria of progressive collapse and the results of importance analysis of members, the method and process of progressive collapse analysis were proposed. Progressive collapse performance of structure was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both rise span ratio and initial prestress on the progressive collapse performance was discussed. The method of progressive collapse resistance against rigid bracing dome was proposed.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progressive collapse types of levy type rigid bracing dome could be divided into non collapse, local collapse and overall collapse. The outer ring
bar obtains the largest importance coefficient, followed by the inner ring bar. The smaller rise span ratio is or the larger the initial prestress, the
smaller importance of the member will be. When the outer ring member, inner ring member or node is damaged, the structure will collapse continuously, while other members will not collapse. Strengthening the joints and ring members can improve resistance of structure against progressive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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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性支撑穹顶结构是一种新型的预应力空间结
[1]

构 。在遭受意外情况（如地震、爆炸、火灾等）时，可
能造成其结构的局部损伤，从而导致结构发生连续
倒塌，危及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因此对该类结
构进行连续倒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目前，针对大跨空间结构连续倒塌分析已经有
很多研究，但有关预应力索杆结构的研究相对较
少 [3–4]。Shekastehband等 [5]对张拉整体结构的连续倒
塌进行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分析，得出结构的倒
塌与压杆屈曲后紧固件螺栓的失效密切相关。Murthasmith等 [6] 根据备用荷载路径分析法，分析了一大跨
体育场发生连续倒塌事故的原因。Naji等 [7]对某斜拉
桥进行连续倒塌分析，研究了索截面面积对连续抗
倒塌性能的影响。蔡建国等 [8]利用变换荷载路径法分
析大跨空间结构连续倒塌性能，探讨了失效构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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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max
（1）
[σ]
式中： V 为阀值系数； σmax 为杆件破断到振动平稳过
V=

程中杆件的最大应力值；当杆件受拉时 [σ]为抗拉强
度标准值，受压时[σ]为欧拉临界力。
由式（1）可知：无论杆件受拉还是受压，当 V ≥ 1
时，杆件已失效，应予以删除；当0 ≤ V < 1时，杆件安全。
结构倒塌准则主要考察节点的竖向位移，如果
节点的竖向位移超过竖向位移限值（见《索结构设
计规程》（JGJ257—2012） [14]，节点的竖向位移限值
取劲性支撑穹顶结构跨度的1/250），超限节点数小于
节点总数的10%，结构发生局部倒塌。超限节点数超
过节点总数的10%，即为整体连续倒塌 [8,10] 。据此将
结构的倒塌分为无倒塌、局部倒塌和整体连续倒塌。

2 杆件重要性分析

[9]

选择、模拟和荷载动力放大系数等问题。徐颖等 提
出了一种基于构件承载能力的敏感性评价指标，对
采用不同网格布置形式的单层球面网壳进行了连续
性倒塌分析。陈映等 [10]研究了大跨度预应力双层组
合扭网壳连续倒塌机理。丁阳等 [11]提出了实施删除
失效构件的瞬时移除构件法，以损伤累积作为失效
判别准则，考虑材料非线性和几何非线性，分析了空
间网格结构的连续倒塌问题。喻莹等 [12]研究了单层
球面网壳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连续倒塌破坏全过程，
讨论了结构的倒塌时间和倒塌模式，并讨论结构的
抗倒塌设计。陆金钰等 [13]研究了局部索失效情况下
的环箍-穹顶索杆结构抗倒塌性能。
本文依据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特点，对结构失
效的判别准则、杆件重要性、连续倒塌机理、矢跨比
和初始预应力等参数对连续倒塌性能的影响以及结
构抗连续倒塌方法等问题展开研究。

1 失效判别准则
合理的破坏准则是进行连续倒塌分析的前提和
基础。判别准则分为杆件失效准则和结构倒塌准则。
杆件失效准则包括强度准则和失稳准则。依据劲性
支撑穹顶结构的特点，给出各准则。强度准则：当劲
性支撑穹顶结构发生连续倒塌时，结构上部拉索和
下部高强钢拉杆全截面应力达到抗拉强度时构件失
效，只考虑弹性阶段。失稳准则：劲性支撑穹顶结构
在连续倒塌过程中，下部高强钢拉杆有可能受压，该
类杆件一般细而长，极容易失稳，一旦失稳，构件即
失效。撑杆截面面积比较大，截面上的应力比较小，
一般不会发生失稳。将强度准则和失稳准则统一，给
出杆件的失效准则。为判断结构是否失效，引入阀值
系数V ，其表达式如式（1）：

2.1 重要性排序
结构在意外情况，如地震、爆炸、撞击、火灾等作
用下局部产生损伤，导致结构杆件失效的一系列连
锁反应，继而发生局部或整体倒塌。本文不涉及意外
事件的种类及其对结构的影响，只模拟连续倒塌的
过程及评估结构连续倒塌性能，因此分析杆件的重
要性尤为重要 [15]。
基于结构的易损性和鲁棒性，引入结构的损伤
参数 α ，该损伤参数可以是预应力损失、杆件截面的
削弱和杆件的破断等，劲性支撑穹顶结构杆件众多，
为分析杆件的重要性，该损伤参数选为杆件的破断。
S i j 为 i 单元对应于第 j 个损伤参数的敏感性指标，可
表示为：
S i j = (γi − γi′ )/∆αi
（2）
式中： γi 为结构正常受力情况下杆件i 的响应；γi′ 为结
构受损后杆件 i 的响应；∆αi 为响应差值，若以应力作
为响应指标时， ∆αi = γi − γu ，若以位移作为响应指标
时， ∆αi = γi； γu若为拉索（杆）受拉时取屈服强度，若
为下部斜杆或环杆受压时取欧拉临界力。
杆件的重要性系数 θ j 为除破断杆件外所有杆件
的平均敏感性指标，其表达式为：
n
∑
S ij
θj =

i=1,i, j

（3）
n−1
式中： n为杆件总数； S i j 为杆件 j 受损时，杆件i 的敏感

性指标。
图 1为 Levy型 劲 性 支 撑 穹 顶 结 构 [ 1 6 ] ， 跨 度 为
120 m，索的弹性模量为1.85×10 5 MPa，抗拉强度为
1 670 MPa。高强钢拉杆弹性模量为2.06×105 MPa，抗
拉强度650 MPa。周边三向固定铰支承，表面覆膜材，
重度为0.01 kN/m3，屋面活荷载为0.5 kN/m2。考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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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的影响，选取应力作为响应指标。计算结构在静
力荷载作用下，杆件的内力 γi 。当某一类杆件发生破
断（如外脊索）振动平稳后，得到杆件的内力 γi′ ，由公
式（2）计算得到该类杆件破断的敏感性指标 S i j ，进而
由公式（3）计算得到杆件重要性系数。计算每一类杆
件破断时的杆件重要性系数，并对其重要性进行排
序，列于表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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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数对杆件重要性的影响
考虑矢跨比、初始预应力等因素的影响，采用单
一变量法研究各因素对劲性支撑穹顶结构重要性的
影响，进而分析其对连续倒塌性能的影响。
矢跨比的影响
图1所示的Levy型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矢跨比分
别取为1/16、1/17、1/18、1/19、1/20，杆件的初始预应
力、截面尺寸及其它初始条件等均与图1所示结构相
同。依据式（2）和（3）计算各杆件的敏感性指标和重
要性系数，不同矢跨比下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如图2所示。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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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XG2

CG3

0.4

XG3

1.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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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a) 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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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剖面图

图1
Fig. 1

0.2
0
1:16

1:17

1:18

单位：m

1:19

1:20

矢跨比

图2

Levy型劲性支撑穹顶结构
Levy type rigid bracing dome

表1
Tab. 1

杆件重要性系数

0.8

Fig. 2

杆件的重要性系数

矢跨比对杆件重要性的影响

Influence of members importance on the rise span
ratio

由图2可知，随着矢跨比的减小，杆件的重要性

Importance factor of members

杆件

重要性系数

排序

系数在减小，矢跨比越大，外环杆的重要性系数与其

JS1

0.102

6

它杆件重要性系数拉开的距离越大。相同矢跨比下，

JS2

0.045

11

外环杆的重要性系数最大，但当矢跨比为1/20时，内

JS3

0.049

9

环杆的重要性系数最大。

XG1

0.218

4

2.2.2

XG2

0.061

7

初始预应力值分别取0.8、0.9、1.0、1.1、1.2倍的

XG3

0.050

8

图1所示结构的初始预应力值，其它条件均相同。依

HG1

0.551

1

HG2

0.229

2

据式（2）和（3）计算各杆件的敏感性指标和重要性系

CG1

0.123

5

CG2

0.048

10

CG3

0.221

3

由表1可知，依据杆件重要性系数可将杆件分为
两大类，两类之间杆件重要性系数相差一个数量级。
第1类为外脊索、外撑杆、外环杆、内环杆、外撑杆和

数，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如图3所示。
JS1
CG2
JS2
XG1
XG2
XG3

0.4

杆件重要性系数

注：JS1为外脊索，JS2为中脊索，JS3为内脊索，XG1为外斜杆，
XG2为中斜杆，XG3为内斜杆，HG1为外环杆，HG2为内环
杆，CG1为外撑杆，CG2为中撑杆，CG3为内撑杆。

初始预应力的影响

内撑杆。第2类比第1类杆件重要性系数小一个数量

0.2

0

级，分别为中脊索、内脊索、中斜杆、内斜杆和中撑杆。

0.8

其中，外环杆和内环杆的重要性排在前两位。由此可
知，当第一类杆件发生冲击时，比第二类杆件更容易
发生连续性倒塌。

HG1
HG2
CG1
JS3
CG3

图3
Fig. 3

0.9

1.0
1.1
初始预应力倍数

1.2

初始预应力对杆件重要性的影响

Influence of members importance on the rise spa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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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可知，随着初始预应力的增加杆件的重要

发生局部倒塌和整体连续倒塌，故在表2中未给出其

性系数也在增加，杆件重要性系数大的增加显著，杆

它杆件破断时的结果。由表2可知，超限节点数超过

件重要性系数小的增加不明显。相同的初始预应力

了总节点数的10%，因此当外环杆和内环杆发生破断

下，外环杆的杆件重要性系数最大，其次是内环杆。

时结构将发生整体连续倒塌。
0
−0.25
−0.50
−0.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3.1 拆除索（杆）
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连续倒塌分析是目标杆件
失效后，结构内力将发生重新分布，内力重分布后如
内力超过索（杆）的抗拉强度或下部高强钢拉杆发生

顶点竖向位移/m

3 连续倒塌分析

失稳时的欧拉临界力，该类构件失效，反复上述过程，
直至整个结构振动平稳。

0

依据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特点，综合考虑阈值
函数和杆件重要性，采用变换荷载路径法 [17]进行分
析，该方法不需要考虑意外事件的种类及对结构的
影响，可很好地评估结构抗连续倒塌的能力。依据杆

图4
Fig. 4

倒塌及倒塌类型。基于失效准则和杆件重要性的变
换荷载路径法分析流程如下：
1）考虑应力比影响，应用式（2）计算结构敏感性
指标，采用式（3）计算杆件重要性系数并排序。
2）利用式（1）计算各杆件的阀值系数。
3）计算结构的自振周期求出质量阻尼系数。
4）结构的某个构件发生破坏，结构发生振动，记
录振动过程中杆件的最大应力，并计算各杆件的阈
值，如果大于1，说明杆件发生破坏。
5）记录结构振动平稳后各节点位移，计算超出
位移限值的节点个数是否超过节点总数的10%，判断
结构连续倒塌类型。
采用ANSYS对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连续倒塌进
行分析。阻尼采用Rayleigh阻尼，只考虑质量阻尼，忽
略刚度阻尼：
C = αM
α=

2ξωi ω j
ωi + ω j

（4）
（5）

8

12

16

20 24
时间/s

28

32

36

40

外环杆破断时结构的顶点竖向位移–时间曲线
Vertical displacement time curve of the top when
the outer ring rod breaks

件重要性分析结果，分析外环杆和内环杆破断后结
构的响应，并依据判定准则判定结构是否发生连续

4

表2
Tab. 2

拆除环杆后连续倒塌分析结果

Analysis results of continuous collapse after removing ring bar

杆件位置

超限节点数

占比/%

最大位移/m

HG1

54

81.8

3.381

HG2

18

27.3

1.988

3.2 拆除节点
Levy型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节点分为两大类，
即撑杆上节点和撑杆下节点。由图1可知：撑杆上节
点连接脊索、斜杆和撑杆；撑杆下节点连接环杆、撑
杆和斜杆。无论是撑杆上节点还是撑杆下节点发生
破坏，必将导致与其连接的杆件破坏，引起结构的整
体连续倒塌。因此无论是撑杆上节点还是撑杆下节
点发生损坏时，整个结构均发生整体连续倒塌。

4 抗连续倒塌的措施
由上述连续倒塌分析可知，节点和环杆的破坏
会引起结构的连续倒塌。针对节点，设计了适用于劲
性支撑穹顶结构特点的撑杆下节点，该节点已申请
了国家发明专利 [18]，如图5所示。该节点结合了螺栓

式中， M 为结构的质量阻尼， α 为质量阻尼系数， ωi 、

球节点和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特点，可沿着环向和

ω j 分别为结构的第i 阶和第 j 阶控制圆频率。

径向转动，既满足施工的要求，又满足承载力的要求。

对图1所示的Levy型劲性支撑穹顶结构计算得

为了减小意外事件对结构造成损伤的影响，针

到其质量阻尼系数为0.249 7，结构的最大竖向位移限

对环向杆件，可以从设计和构造两个角度进行抗连

值为0.48 m。当不同部位的构件损坏，对结构进行连

续倒塌设计。从设计角度，按照《预应力钢结构技术

续倒塌分析，图4为外环杆（HG1）破断时顶点的竖向

规程》（CECS212—2006）[19]中的第3.3.1中的规定：钢索

位移时程曲线。表2为外环杆和内环杆发生破断时，

强度设计值不应大于索材极限抗拉强度的40%～55%，

结构超限节点数、占节点总数的比例以及结构的最

重要索取低值，次要索取高值。下部环向高强钢拉杆

大竖向位移。因其他部位杆件造成损害后结构不会

按照此要求留够安全储备。依据参数分析结果，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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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容易发生破断的杆件控制在外环杆，因此设计

dome under impact loads[J].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Shock,

时尽量使矢跨比大于1/20。从构造角度，在不改变环

2012,31(8):136–142.[王多智,范峰,支旭东,等.冲击荷载下

杆截面尺寸的前提下，由原来的一根变成若干细的

单层凯威特型球面网壳防护方法及建议[J].振动与冲

杆件组成。若变成多个细杆件共同承担外荷载，只需
把图5的撑杆下节点中的高强度连接件2的耳板变成

击,2012,31(8):136–142.]
[3] Huang Hua,Xian Yaoqiang,Liu Boquan,et al.Progressive

collapse property of wheel-spoke cable-membrane struc-

带有多个耳板的连接件即可。

ture[J].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Shock,2015,34(30):27–36.
[黄华,冼耀强,刘伯权,等.轮辐式索膜结构连续倒塌性能
分析[J].振动与冲击,2015,34(30):27–36.]
[4] Cai Jiangguo,Zhu Yifeng,Feng Jian,et al.Influence of loss
2
6

of struts on progressive collapse resistance performance of
string structures[J].Journal of Building Structures,2015,36(6):

2

78–85.[蔡建国,朱奕锋,冯健,等.撑杆失效对张弦结构抗连
续倒塌性能的影响[J].建筑结构学报,2015,36(6):78–85.]
3 1 4

5

2

1.螺栓球；2.高强度连接件；3.连接的撑杆螺栓孔；
4.高强连接螺栓；5.套筒；6.紧固螺钉。

[5] Shekastehband B,Abedi K,Dianat N.Experimental and nu-

merical studies on the progressive collapse behavior of
tensegrity syste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ace Struc-

图5
Fig. 5

5 结

撑杆下节点

Lower Node of Brace Rod

论

tures,2014,29(1):9–24.
[6] Murtha-smith E A.Alternate path analysis of space trusses

for progressive collapse[J].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ASCE,1988,114(9):1978–1999.

给出了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杆件失效准则和结

[7] Naji A,Ghiasi M R.Progressive collapse analysis of cable-

构连续倒塌准则及分类。对杆件重要性进行分析并

stayed brides[J].Journal of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排序，分析了关键参数对杆件重要性能的影响。提出

2019,19(3):698–708.

了结构连续倒塌分析方法和流程。给出了抗连续倒
塌的措施。根据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依据劲性支撑穹顶结构连续倒塌分类标准，
该类结构连续倒塌类型分为无倒塌、部分倒塌和整
体连续倒塌。

[8] Cai Jianguo,Wang Fenglan,Feng Jian,et al.Discussion on

the progressive collapse analysis of long-span space structures[J].Engineering Mechanics,2012,29(3):143–149.[蔡建
国,王蜂峦,冯健,等.大跨空间结构连续倒塌分析若干问题
探讨[J].工程力学,2012,29(3):143–149.]
[9] Xu Ying,Han Qinghua,Lian Jijian.Progressive collapse per-

2）Levy型劲性支撑穹顶结构的外环杆杆件重要

formance of single-layer latticed shells[J].Engineering

性系数最大，其次是内环杆。随着矢跨比的减小，杆

Mechanics,2016,33(11):105–112.[徐颖,韩庆华,练继建.单

件重要性系数也在减小。随着初始预应力的增大，杆

层球面网壳抗连续倒塌性能研究[J].工程力学,2016,33

件的重要性系数在增加。

(11):105–112.]

3）依据杆件重要性分析结果和连续倒塌的分析

[10] Cheng Ying,Zhang Xiaohui,Shen Bo,et al.The progressive

方法，外环杆、内环杆和节点发生破坏，整个结构都

collapse mechanism and collapse control for long-span

将发生连续倒塌。其他杆件破坏结构不会发生倒塌。

prestressed double-layer combined twisted lattice shell[J].

4）结构的矢跨比应大于1/20，保证最容易发生破
断的杆件发生在外环杆，且留有足够的安全储备并
分成若干截面小的杆件。提出新型的劲性支撑穹顶
结构撑杆下节点，以降低发生连续倒塌的可能性。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2019,36(2):316–
325.[陈映,张晓辉,申波,等.大跨度预应力双层组合扭网壳
连续倒塌机理及其控制研究[J].应用力学学报,2019,
36(2):316–325.]
[11] Ding Yang,Ge Jingang,Li Zhongxian.Instantaneou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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