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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加固的研究进展
张

波

（陕西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汉中 723001）

摘要

框架节点是框架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框架结构抗震的薄弱环节。本文简要阐述了混凝土

框架节点加固的重要意义，详细介绍了加大截面、粘钢、外包钢及粘贴 FRP 等方法加固框架节点抗震
性能方面的研究进展，期望为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的实际加固改造提供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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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次震害表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梁柱节点部分是抗震的薄弱环节，地震发生时框架
节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最主要的破坏形式是：节点核心区剪切破坏和核心区梁端
纵筋粘结滑移破坏（张华东，2013）
。因此对节点进行抗震加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
文主要总结了加大截面、粘钢、外包钢和粘贴 FRP 等方法加固框架节点在抗震性能方面的研
究进展。

1 加大截面加固法
加大截面加固法是采用增大混凝土构件的截面面积和配筋，达到提高构件的承载能力和
刚度、降低柱子长细比等目的的方法，适用于钢筋混凝土受弯和受压构件的加固。节点的加
大截面法主要有加大柱截面、加大梁截面、同时加大梁柱截面及八角形加大节点截面等形式。
加大截面法虽然具有受力合理、效果显著、费用低、可避免在梁上钻孔等优点，但其也具有
使得建筑使用空间减少、湿作业量大、养护周期长、施工难度大等缺点。
金国芳等（2000）通过加大柱截面法加固＋型框架平面节点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其中
加固试件 3 个，未加固对比试件 1 个。结果表明，加固后节点的极限荷载、刚度、耗能能力
和延性均得到提高，证实加大柱截面法加固框架节点是一种有效地抗震加固方法。
王玉镯等（2004a；2004b）进行了增大截面法加固节点的低周反复荷载试验，试件共有
3 个，其中 1 个为未加固对比试件，其余 2 个为不同加固形式的试件。试验结果表明，增大
节点截面法加固用于增强节点抗震能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加固方法，箍筋间距、加固长度和
加固厚度的不同对加固效果都有一定的影响。并针对一个实际加固工程提出了节点受剪承载
力计算公式，能满足工程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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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琼等（2005）进行了 3 个加大柱截面法加固框架节点和 1 个未加固对比框架节点的低
周反复荷载作用试验研究，其中 1 个对比试件为 JHY，加固试件 JH1 和 JH2 新加核心区里不
配箍筋，加固试件 JH3 新加核心区配 2φ6 箍筋。试验结果表明加固试件各项力学性能指标均
有提高，其中 JH3 初裂值提高程度和平均极限荷载提高程度最大，达到 124%和 39%，并提
出原核心区开裂荷载和加固节点抗剪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余琼等（2003）还进行了柱加大截
面和粘钢加固两组共 8 个试件的低周反复荷载试验，试验表明两种加固方法极限承载力提高
程度相近，柱加大截面法加固节点核心区的初裂值和刚度相比粘钢法加固提高较多，粘钢法
加固试件的延性及耗能能力相比柱加大截面法加固试件提高要多。
胡克旭等（2010a）釆用水泥基高粘结、低收缩、自密实的新型加固用混凝土材料，通过
层内泵送灌注技术，克服传统加大截面法的不足，实现混凝土框架节点快捷有效的加固，并
通过 ANSYS 数值模拟验证了其有效性。此外，胡克旭等（2010b）通过 5 个试件的低周反复
试验（其中 1 个为对比试件），模拟地震作用对框架节点的损坏，采用新型加固材料对框架节
点进行加大截面法加固，结果表明节点的抗裂度、抗剪强度、刚度和变形能力可得到显著提
高。并在试验基础上，提出了计算加固后节点抗剪承载力的公式，其综合考虑了加固部分对
原节点抗剪强度的提高、加固部分参与工作程度和节点损伤影响三个系数。
加大截面加固法因其能提高节点承载能力、改善节点破坏形态、提高耗能性能而备受关
注（Tsonos，1999；2002）
。然而其增加构件截面使得建筑使用空间减少、施工工序复杂，同
时增大了劳动强度。Karayannis 等（2008）采用新材料加大截面法对 10 个 型混凝土预损节
点进行了加固，并对加固后构件进行了抗震性能试验研究。这种新材料对混凝土节点周围柱
体、梁端及节点核心区局部包裹加固，而不是整个柱体，极大节省空间。结果表明，这种新
材料加大截面技术使得加固后的框架节点抗震性能明显提高，脆性破坏形态得到改善，极限
承载力和耗能性能提高。
Shannag 等（2005）进行了采用 HPFRC 结合传统增大截面法加固框架节点的抗震性能试
验，共制作了 10 个 1/3 比例的节点试件，其中 6 个为加固试件。加固时采用 HPFRC 对柱体、
节点核心区及梁端向外延伸 100mm 的范围内加固层厚度 25mm 的截面加大。结果表明，
HPFRC 加固后的框架节点脆性破坏形式改善，抗震性能提高。
加大截面法增大了节点核心区抗剪面积，新加混凝土对原节点核心区混凝土也起到了约
束的作用，使得原核心区混凝土强度提高，新加混凝土参与斜压杆作用并使得斜压杆作用增
强，从而提高了节点的抗剪强度和刚度，节点核心区的剪切变形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
外部新增加混凝土，轴向压力的施加对节点抗剪帮助很小甚至无帮助，采用加大截面法计算
加固后节点的抗剪承载力时，轴向压力对新加混凝土部分抗剪承载力的有利作用建议不考虑。

2 粘钢加固法
粘钢加固法（或粘钢法）是指在混凝土构件表面用胶粘剂粘结钢板并用膨胀螺栓锚固来
加固节点。与其他的加固方法比较，其具有施工快速，简洁轻巧，灵活多样，几乎不改变构
件外形等优点。
马乐为等（1996；1999；2001）
、刘瑛等（1997；1999）进行了系列粘钢法加固框架中节
点的低周反复加载试验，并对加固后节点的抗震性能进行计算机模拟，结果表明粘钢加固方
法可靠可行，对提高节点的延性和耗能能力都具有良好的效果，并提出了粘钢加固节点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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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承载力和位移的计算公式。
刘艳军等（2003）在梁柱节点受力桁架机构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粘钢加固方式，在
现行规范节点水平抗剪承载力公式的基础上给出了粘钢加固节点水平抗剪承载力公式，并通
过验证表明所得结果相对较安全。
樊述权等（2007）对 6 个足尺寸的框架中节点进行低周反复加载试验，其中 2 个为对比
件，2 个用粘钢加固，2 个用碳纤维加固。试验结果表明，碳纤维布加固能有效改善中节点延
性及抗震性能，粘钢加固能明显约束框架中节点区混凝土从而提高中节点抗剪承载力。
蔡建等（2001）对 8 个用 TN 胶粘钢加固和 2 个对比件的轴心受压钢筋混凝土梁柱节点
进行了试验研究。试验分析表明，角钢贯通节点的节点加固形式加固效果最优，当有部分角
钢被截断时，节点核心区混凝土受力不均勾，存在薄弱环节，此类节点的极限承载力比角钢
不截断的节点形式低。
Yen 等（2010）制作了 13 根钢板粘贴在梁侧面来加固核心区的钢筋混凝土十字型梁柱节
点。通过低周反复加载试验研究表明，将钢板用环氧树脂粘贴后再用螺栓或钢箍锚固则可以
显著地提高节点的强度、刚度和耗能能力。
在节点核心区通过粘钢进行加固，对核心区混凝土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对核心区混凝土
初裂荷载有提高，节点核心区剪切变形得到减小。当混凝土开裂后，钢板和箍筋能共同抵抗
主拉应力，使得箍筋屈服和裂缝产生发展得到有效延缓，达到提高抗剪承载力的目的。

3 外包钢加固法
外包钢加固法通常是指以型钢（角钢或槽钢等）外包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四角或两角，并
通过横向缀板或缀条将外包型钢连成整体形成一个钢构架，与被包裹构件紧密相连，使得钢
构架与原混凝土构件共同受力，从而构件的承载力和延性得到提高。此法优点在于施工简单，
工期短，构件截面尺寸增加不多，对人民生产、生活影响相对较小；然而外露钢构件的防火
防腐性能差是其最主要的缺点。
白宇飞等（1999）
、刘畅等（1998）进行了 4 个外包钢＋型节点的抗剪试验，并分析了外
包钢加固节点的抗剪机理。分析表明，角钢销栓作用、核心区混凝土及节点核心区设置的水
平箍筋是试件抗剪承载能力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并给出了考虑各主要抗剪因素的外包钢加
固框架节点抗剪承载力公式。
陆洲导等（2010）考虑正交梁的影响，设计制作了 4 个三维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先对
框架节点进行预震损，然后裂缝修补后通过外包钢套法加固进行低周反复破坏试验，研究结
果表明，外包钢套法可以显著提高节点刚度、延性等抗震性能，通过外包钢套加固后，预震
损节点的承载力和抗震性能恢复并超过了预震损前节点的承载力和抗震性能。
徐福泉等（2007）进行了预应力包钢法加固梁柱＋型节点在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的试验
研究，其中 1 个为对比试件，4 个为加固试件，具体加固方法是在混凝土构件四周用型钢包
裹，采用高强螺栓施加双向水平预应力。试验结果表明，体外预应力螺栓箍起到箍筋的作用，
有效地提高了节点的受力性能，并根据试验结果提出了预应力包钢法加固节点受剪承载力实
用计算方法。
余江滔等（2010）对 8 个梁柱板节点进行了预震损和反复荷载实验，其中 1 个为对比件，
4 个用 BFRP 加固，3 个用外包钢套法加固。结果表明，BFRP 加固和外包钢套加固都能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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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高节点的受力性能和延性，包钢套加固能更显著地提高节点极限承载力和极限位移，极
限承载力和极限位移大约提高了 40%和 70%。
采用外包钢加固法加固时，刚性角钢使得节点具有较好的完整性和较大的刚度，角钢在
核心区出现剪切位移后发挥其销栓作用，箍筋和角钢通过销栓作用阻止受拉裂缝上混凝土块
的剪切滑移，角钢积极参与抗剪，承担部分水平剪力，从而使得节点核心区的承载能力得到
提高，核心区裂缝的进一步开展得到延缓。另外，钢材是一种吸收耗散地震能力较强的弹塑
性材料，因此，外包钢法加固节点有着优良的抗震性能。此法适用于需要大幅度提高截面承
载力和抗震能力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4 粘贴 FRP 加固法
粘贴 FRP（Fiber Reinforced Plastic）加固法是指采用高性能胶粘剂将 FRP 材料粘贴在混
凝土构件表面，以提高构件承载能力的加固方法。此法具有占据使用空间少、施工简单方便、
可操作性强等优点，FRP 材料轻质高强、可弯折粘贴、且抗疲劳、耐腐蚀性能好。缺点在于
FRP 材料耐火性能差，受环境温度、湿度控制较严，因此此法的应用范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余琼等（2004）通过对碳纤维加固受损框架节点与未受损框架节点的试验研究，经过比
较分析发现，两者对节点的极限承载力、延性提高影响小，受损使加固试件前期刚度比未受
损试件降低，减小了碳纤维加固对耗能能力的提高作用，削弱碳纤维加固对强度退化及刚度
退化的改善作用。商兴艳等（2013）针对内框架节点纤维增强材料难以穿越楼板或节点核心
区的不足，提出将 FRP 弯成 L 型外粘在框架梁、柱表面来增强震损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的抗
震性能，并制做了 CFRP 和 BFRP 两组 10 个试件，试验结果表明，加固后震损试件的承载力
得到恢复甚至提高，节点延性得到明显改善。
余琼等（2007）进行了加大柱截面和碳纤维加固两组共 9 个试件的低周反复荷载试验，
通过试验表明，两种加固方法也都能改变节点核心区的脆性破坏特征，抗震性能得到提高，
而且加大柱截面法提高了核心区混凝土初裂值，加大柱截面法对节点刚度和耗能能力的提高
优于碳纤维加固。加大柱截面加固试件延性变化与核心区是否配有箍筋密切相关，但碳纤维
加固试件的延性有稳定提高。并在设计方法中指出计算抗剪承载力时，碳纤维加固需适当考
虑轴向力有利作用，而加大柱截面法可不考虑。
彭亚萍等（2006）根据 4 个 型节点抗震试验研究，提出了 FRP 加固节点的受剪承载力
计算公式，并对纤维品种、加固方式、纤维粘贴角度等主要因素对节点抗剪承载能力的影响
机理进行了分析。基于拟静力加载试验结果，彭亚萍等（2010）提出了适合于 FRP 加固混凝
土梁柱节点的三折线恢复力模型及特征参数取值范围，并给出了混杂 FRP 加固混凝土梁柱边
节点的恢复力模型表达式，与文中试验试件骨架曲线符合度较好。
欧阳利军等（2009）采用 BFRP 对 5 个不同损伤程度的框架节点加固，并进行了低周反
复试验。在节点试验结果研究和加固节点受力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件修复后混凝土
强度折减系数 γ 的概念，并提出了修复后混凝土强度折减系数的计算公式，根据规范建立了
BFRP 加固混凝土框架节点考虑构件初始损伤的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因粘贴 FRP 加固具有占据使用空间少、施工简便、操作性强、可曲面或转折粘贴等优点，
在国外研究较多。Le-Trung 等（2010）
、Lee 等（2010）采用 CFRP，El-Amoury 等（2002）、
Ghobarah 等（2001）采用 GFRP，Parvin 等（2000）、Granata 等（2001）采用 AFRP，加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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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节点试件并进行了抗震性能试验研究，试验表明 FRP 加固可以改善节点抗震性能，提高节
点的延性，改变节点核心区脆性破坏的形式。
FRP 法加固时，一般在梁底、柱端及节点核心区粘贴。加固节点承载力的提高主要来源
于两方面：粘贴在梁、柱端可发挥抗弯作用，承担部分弯矩，纵筋应力得到降低，使得传入
节点剪力减小，节点抗剪承载能力得到间接提高；节点核心区粘贴 FRP 起到箍筋约束的直接
作用，使得核心区混凝土得到约束并且强度提高，其受力机理为斜压杆和剪摩机理叠加，节
点的抗剪承载力提高。但由于外包 FRP 是柔性材料，节点开裂之前对节点核心区约束相对较
弱，对核心区开裂荷载提高不明显。
通过对以上四种加固方法的探讨，其对节点脆性破坏的性质都有所改善，节点核心区的
开裂荷载、极限强度、延性、刚度和耗能能力都有所提高。相比之下，加大柱截面法加固节
点对开裂荷载提高程度最为显著，而 FRP 加固法对开裂荷载提高程度不明显；外包钢加固法
和粘钢法对节点抗剪承载力提高程度较多，FRP 加固法对节点抗剪承载力提高程度相比较少；
外包钢法、粘钢法加固节点对延性提高最为显著，加大柱截面法加固节点对延性提高较小；
加大柱截面法加固节点对刚度提高最多，合理的粘钢形式对刚度提高也较为显著；粘钢法、
外包钢法及加大柱截面法加固节点对耗能能力的提高程度优于 FRP 加固法，但 FRP 材料可
随意弯曲，施工方便且施工质量易保证，其他方法与其相比就显得比较逊色。

5 其它加固法
除此之外，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节点加固方法，并开展了一系列试
验、理论研究。
曹忠民等（2006）进行了高强钢绞线网-聚合物砂浆加固框架节点的拟静力加载试验研究
（其中 4 个为加固件，1 个为对比件）
。研究表明，此种加固方法加固后节点的抗震性能明显
改善，并提出了高强钢绞线网-聚合物砂浆加固钢筋混凝土框架节点受剪承载力的计算方法。
之后其又对高强钢绞线网-聚合物砂浆加固带有直交梁和楼板的空间框架节点试件进行了拟
静力加载试验（其中 2 个为加固件，1 个为对比件）。试验结果表明，节点的延性系数达到 4
以上，极限受剪承载力提高 22%左右（曹忠民等，2007）
。
王步等（2006）对 2 个混凝土框架节点进行了低周反复加载试验，其中 1 个为对比节点，
1 个用碳纤维布-角钢组合加固。试验分析表明碳纤维布-角钢组合加固法结合了碳纤维布加
固法和粘钢加固法二者的优点，能够有效改善节点的抗震性能，刚度、强度退化滞后，耗能
效率提高，节点破坏模式得到改善，节点承载力提高了 54.5%。
黄群贤等（2013）利用钢丝绳易弯折、高强度、耐腐蚀等优良性能，利用预应力技术对
环绕钢筋混凝土梁柱节点核心区的钢丝绳双向张拉施加预应力，达到对节点核心区横向约束，
提高其抗剪强度和变形能力的目的。该技术可以绳穿越框架梁，因此具有适用于空间节点加
固的特点。同时进行了闭合预应力钢丝绳加固节点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其中 7 个为加固件，
2 个为对比件），加固试件破坏形态由节点剪切破坏转变为梁端弯曲破坏，通过试验表明加载
后期加固试件滞回曲线的捏拢现象得到改善，加固试件承载能力、延性和耗能能力增强。最
后提出了预应力钢丝绳加固节点的简化计算公式（黄群贤等，2015；崔俊，2013）
。
陶立兴等（2013）采用加大截面法加固梁端，其新增钢筋通常采用植筋工艺。进行了 5
个试件在往复荷载作用下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其中 1 个试件为对比试件，其他试件为增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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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法加固构件，加固试件中 1 个为新增钢筋贯穿节点区且无粘结，3 个试件采用以不同锚固
深度及锚固角度化学植筋。研究结果表明梁端采用植筋加固后，节点延性较好，梁端位移延
性比均大于 4，并通过研究比较得出锚入角度为 15°、锚固长度为 20d 植筋时抗震性能最优。

6 结语
框架节点是框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是比较薄弱的部位，其破坏会导致结构严
重破坏。因此，对此类抗剪不足、抗震性能较差的框架节点进行修复补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
义和经济效益。本文详细综述了加大截面、粘钢、外包钢、粘贴 FRP 等方法加固框架节点抗
震性能方面的研究进展，以下几个方面将是今后关注的重点问题：
（1）实际工程中的框架节点都是具有直交梁和楼板的空间节点，然而上述试验大多是采
用平面节点进行的，与实际工程框架节点是不相符的，而现有加固方法对此类空间节点的加
固实施难度较大，因此如何对此类空间节点进行有效加固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2）加固材料的应力、应变滞后于原混凝土，属于二次受力，因此节点区加固部分和原
混凝土部分两者各自承担的剪力如何分配的定量结论，应做进一步的试验和理论研究。
（3）上述多数加固方法在原构件增加持续新的荷载条件下，加固材料才开始发挥其约束
作用，属被动加固。继续增大荷载直至破坏时，加固材料仍有可能处于较低应力水平，不能
充分发挥加固材料的约束作用，因此还应不断改进现有加固方法，克服应力、应变滞后问题，
以便达到更好的加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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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 Progress in Seismic Strengthening of
Reinforced Concrete Frame Nodes
Zhang Bo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1, China)

Abstract

The Framenode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frame structure, and it is the weak part in the aseismic design of

frame structure.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strengthening frame nodes, and review the progress of
the earthquake performace of the frame Nodes reinforced by enlarging section, bonding steel plate, wrapping steel
plate, and bonding FRP. It is helpful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frame Nodes reinforcement in situ in China.
Key words: Frame Nodes；Reinforcement technique；Earthquake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