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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洛阳隋唐城应天门遗址保护建筑为土遗址文物保护性建筑，建筑外墙设计为 １ ∶４倾斜角度，展示古城墙

形态，将土遗址罩在建筑内部。 倾斜支撑柱对基础产生水平力，在土遗址下采用暗挖顶管结构，设置抗水平推力的

预应力拉杆，使桩基础以竖向荷载受力为主。 上部建筑在平面分为 ５ 个结构区段，各区段采用空间桁架和异形框

架结构形式，为土遗址保护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 就下部遗址层、中部城墙层及上部建筑层关系，介绍了各结构区

段结构体系的组成及主要荷载传递路径。 对于平衡柱脚水平推力的预应力拉杆，采用施工阶段至使用阶段全过程

模拟分析方法，确定了预应力拉杆的施工张拉控制节点，可作为预应力施工控制原则。 采用有限元模拟分析、现场

试验的方法对斜柱柱脚、预应力锚板等重要节点进行校核。 最后，根据遗址保护建筑的原则，结合项目关键部位及

难点，提出了施工阶段监测及控制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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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概况

　 　 洛阳隋唐城是隋唐两代的东都城，应天门是宫

城正南门，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６０５ 年），在隋代

称则天门，隋末唐初王世充在洛阳称帝，改为顺天

门。 唐初武德四年（６２１ 年），高祖命人焚之，于唐高

宗显庆元年（６５６ 年）重建，继承隋之名称则天门。

神龙元年（７０５ 年）避武后尊号，改为应天门。 昭宗

天佑二年（９０５ 年），改称五凤楼，此后历经五代、北
宋，毁于宋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 年）。 历经隋、唐、五
代、北宋四个时期，共计 ５３０ 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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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应天门遗址航拍照片 图 ２　 东阙临时性保护措施 图 ３　 西阙遗址考古现场

　 　 应天门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

阙遗址，其建筑形制为“一带双向三出阙”，是古代

都城宫城正门最高礼制形式，在隋唐时期是重要的

宫室礼仪建筑，是当时朝廷举行重大国事庆典与外

交活动的重要场所。 这种建筑形制对北宋、汴梁时

期的西安大明宫丹凤门和明清时期的北京故宫午门

的建设影响深远，在中国都城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 其形象目前仅有文字记载没有图像文献，因此

对应天门建筑形态的争论较多。 本次遗址保护建筑

设计遵循复原展示思路，在兼顾遗址保护和展览功

能情况下，外观应反映出唐代建筑风格和应天门的

主要面貌。
应天门遗址保护建筑由清华大学郭黛姮教授主

持设计，在完成洛阳隋唐城天堂［１］ 和明堂［２］ 遗址保

护建筑的工程经验基础上，对结构设计提出以下几

点要求：
（１）应天门遗址保护建筑结构设计要与隋唐洛

阳城保护规划设计理念［３］保持一致。
（２）应天门主体在宋代毁坏后，下部城墙仍保

留至当代，其中城墙外包砖在历朝中不断遗失，现有

遗存主要是夯土墙芯，并高于城市地面，结构设计时

不能破坏或改变城墙遗址及周边散水布置。
（３）建筑方案采用整体提升方案，在土遗址上

部建造应天门唐代形象，即外观形态性建筑物位于

地面 ９～１０ｍ 以上，需通过结构设计跨越城墙遗址支

承上部建筑，并利用保护建筑的内部空间承担展示

功能。
（４）下部遗址层要给参观游人留出足够的面积

和空间，保证可以近距离浏览遗址情况，减少结构构

件对遗址的覆盖和遮挡。
（５）中部城墙层根据唐宋时期城墙特点，结构

边轮廓需按 １ ∶ ４ 倾斜角度布置，外部按照古代包砖

砌墙做法砌筑 ６００ｍｍ 厚金砖。
（６）上部建筑层的结构布置须按照唐代建筑风

格及考古测量数据进行限制性布置，包括柱网间距、
构件最大尺寸、楼层收进方式、飞檐挑出比例等。

１　 遗址情况

　 　 经过六次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可知，应天

门遗址坐北朝南，中央为三门道的墩台，东西两侧连

庑南折，折角处有朵楼，南侧东西端为双向三出阙墩

台，遗址占地面积约 ５ ０００ｍ２。 推测历史上工程建造

以土加木杵夯筑形成城墙墩台，其上修造城门各建

筑单体。 由于历史变迁和人为因素上部建筑早已消

失，下部夯土遗址受到严重扰动和破坏（图 １）。
中部城楼墩台因近代修建城市主干道仅余地面

下约 ０ ５ｍ 厚夯土层，城门墩台遗存痕迹东西向长

５１ｍ、南北残宽 ２６ ５ｍ。 遗址显示城楼有三条门道

基石残存，门道宽及门道间隔均为 ５ｍ。
遗址东部在 １９９２ 年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临

时性保护措施，采用遗址外包砖的形式保护遗址本

体，包砖高度 ３～５ｍ（图 ２）。
２０１０ 年，洛阳文物局对遗址西部进行全面考古

发掘（图 ３）。 后于 ２０１２ 年在考古现场搭建临时保

护棚，并对有坍塌危险的遗址采取了临时加固措施。
临时保护棚条件差，揭露后的土遗址受风雨影响侵

蚀严重。
２　 建筑要求

　 　 本项目保护方案采用对遗址进行全覆盖模式设

计，根据外观形态特点，立面分为下部遗址层、中部

城墙层和上部建筑层三个部分（图 ４）。 下部遗址层

东西向尺寸为 １６０ｍ，南北向为 ７０ｍ，建筑层高约

９ ２２ｍ，层间设置参观走廊，游人可以在两侧俯瞰遗

址，结合地面路线承担展示功能。 下部遗址层结构

顶标高全楼统一，形成上部建筑统一的室外地面平

台，支承中部城墙层和上部建筑层，通过外观展示古

建筑形态。

图 ４　 遗址保护建筑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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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筑设计以对应天门唐代形象的复原研

究成果为基础，确定上部建筑尺寸，上部建筑层从平

面上分中部城楼、东西连廊、东西朵楼、东西飞廊、东
西阙楼共 ９ 个建筑物（图 ５）。 在遗址层上的高度：
城楼约 ４０ｍ，朵楼约 ３１ｍ，阙楼约 ３６ｍ。

图 ５　 遗址保护建筑上部建筑层平面图

根据考古发掘情况，中部城楼遗址底部南北向

尺寸约为 ２６ｍ，外部散水石阶宽度约为 ２ ５ｍ，则结

构落地柱网间距应大于 ３１ｍ。 考虑基础尺寸和施工

间距要求，设计方案要求结构落地柱网间距大于

３５ｍ，这样才能完全避开遗址核心区，不会对墩台遗

址产生破坏影响。
朵楼因东西向城墙、东西连廊及南北向飞廊遗

址存在，只能在朵楼遗址北侧、西南角和东南角布置

落地基础，并且要解决连廊和飞廊基础布置，地下空

间极为拥挤。
阙楼在平面上呈 Ｌ 形，造成在遗址两侧支撑构

件不对称，又因“双向三出阙”制式特点，城墙形态

的各转角都需要用结构构件支撑，导致结构梁柱密

集（图 ６）。

图 ６　 朵楼、飞廊、阙楼建筑剖面图

根据建筑设计要求，上部建筑层各单体的外围

结构柱截面尺寸不得大于 ３５０ｍｍ×３５０ｍｍ。
３　 结构方案

　 　 应天门遗址为夯土墩台，顶部高出现有地面 １～
６ｍ，地面下深度约 １ｍ。 结构设计必须解决如下问

题：１）下部遗址层需避让夯土遗存布置结构柱网，

结合上部建筑层柱网和下部可落基础的位置，通过

转换形式，将上部荷载传递到基础上；２）除城楼外，
遗址两侧不完全对称，最终落地结构柱网尺寸呈现

随机布置状态，规则性不明显，需要结构方案对柱网

变化不敏感。
３ １ 上部结构布置

　 　 结构设计首先从上部建筑层开始布置，考虑相

邻单体层高不同，不能形成连续性楼板，结合建筑造

型在各单体间设结构缝。 中部城墙层按连接处城墙

坡度倾斜设缝，缝宽不小于 １５０ｍｍ；按照统一原则，
下部遗址层也应照此方案设缝。 但连廊、朵楼、飞廊

在内转角处因空间限制，竖向荷载传递最后集中在

角部一个支撑构件上，无法有效分开，三个单体坐落

在一个底盘上，加上外伸城墙平面呈 Ｔ 形，阙楼平

面呈 Ｌ 形，因此下部遗址层设缝后，建筑主体由中

部城楼、东西连廊＋朵楼＋飞廊、东西阙楼共 ５ 个结

构区段组成。
从立面上看，飞廊、连廊受两侧主楼城墙和转换

落柱影响，在遗址层上呈倒梯形结构布置（图 ７），两
者与朵楼相连形成一个结构区段。

图 ７　 飞廊、连廊结构立面图

３ ２ 平衡水平力的措施

　 　 在避让遗址情况下，下部遗址层支撑柱与地面

呈 ４５° ～６０°，水平分力明显。 以城楼为例，初步分析

时预估一根柱下的最大竖向荷载约为 ２１ ０００ ～
２４ ０００ｋＮ，水平荷载为１０ ０００ ～ １２ ０００ｋＮ，竖向荷载
与水平荷载大约为 ２ ∶ １，如何平衡水平分力成为本

工程重点考虑的问题［４］。
遗址所在场地属于湿陷性黄土地区，浅层地基

土承载力低，不能满足上部结构荷载使用要求，且基

础紧邻遗址不能采用地基处理方案。 综合考虑上部

结构荷载及遗址保护的要求，基础方案采用桩基础，
按照《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 ＪＧＪ ９４—２００８）计算建

议，直径 ８００ｍｍ 的灌注桩只能承担 ７０～１４０ｋＮ 水平

分力，少量布桩无法满足本工程承担水平分力需求，
大量布桩或者布置重力摩擦基础又无场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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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方案选择时也考虑过斜桩工艺可以将荷载有效

传递至地基中，经前期调查存在三个问题：１）目前

可使用常规桩基础施工机械打斜桩倾斜角度最大仅

达到 １０° ～１２°，与设计理想角度 ２４° ～２８°不符，仍存

在桩基础承担水平分力问题；２）施工时受工艺限制

必须将施工机械放在遗址上才能施工，会对城墙遗

址造成严重破坏；３）建筑平面拐角处，如飞廊和连

廊的桩身在地下需要互相避让才不会发生碰撞，但
遗址周边可避让范围有限，如出现断桩问题时基本

无空间可调整，因此斜桩方案可实施性非常小。
按照常规工程方法设置地基拉梁必须开挖遗

址，这是遗址保护工程不允许实施的方案。 在与建

筑师、考古单位仔细协商，研究土遗址分布情况后，
经考古单位详细测量得出土遗址在地面下不超过

１ ０ｍ 深度的结论后，最终确定在遗址 １ ３ｍ 以下采

用暗挖顶管工艺形成操作空间［５］，施工人员进入，
设置抗拉构件方案。 方案前期在顶管内设置直径

０ ６ｍ 钢管混凝土构件，随后在钢管中心布置预应力

筋并分施工阶段张紧，实现遗址两侧基础间连通拉

杆构件，平衡上部结构在柱脚处的水平推力［６］。
３ ３ 各建筑层采用的结构体系

　 　 中部城墙层外墙按照唐代风格砌筑 ６００ｍｍ 厚

金砖，墙体按 １ ∶ ４ 坡度倾斜，因此支撑结构采用钢

筋混凝土墙体，内部根据上下位置关系，采用跨层钢

桁架结构进行竖向承重体系转换。 各单体建筑从下

至上采用三种结构［７］：
（１）下部遗址层采用单跨斜支框架结构跨越土

遗址，柱脚跨度分别为：城楼 ３６ｍ；朵楼大于 ２８ｍ；阙
楼大于 ２０ｍ。 纵向在斜柱位置连续布置柱间支撑结

构。 遗 址 层 顶 板 采 用 Ｃ３０ 防 水 混 凝 土， 板 厚

２００ｍｍ，双层双向通长配筋，计算温度作用对楼板应

力影响，建筑面层厚 ３００ｍｍ。
（２）中部城墙层采用外围钢筋混凝土墙＋内部

钢桁架转换结构或转换梁结构，外围钢筋混凝土墙

厚为 ２００ｍｍ，采用 Ｃ３０ 防水混凝土；楼层混凝土板

厚为 １２０ｍｍ，采用 Ｃ３０ 混凝土。
（３）上部建筑层采用钢框架结构，局部采用转

换结构。 其中城楼和朵楼根据古建外立面原则，在
暗层处通过梁转换支撑，形成外围框架柱在明层内

收效果，属于竖向不连续布置结构，屋盖采用花纹钢

板作为建筑屋面基层。
遗址层主受力框架梁柱采用 Ｑ３９０ＧＪＣ 级钢，箱

形截面翼缘最厚 ６０ｍｍ，上部其余结构构件采用

Ｑ３４５Ｃ 级钢。

４　 设计条件

　 　 根据抗震规范［８］ 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工
程场地位置抗震设防烈度为 ７ 度。 考虑遗址重要性

及各单体结构体系特殊性，结构设计抗震性能目标

定为 Ｂ 级，其中下部斜柱、中部桁架转换构件、上部

钢框架柱为关键构件［８⁃９］。
根据项目特点，结构耐久性设计使用年限为

１００ 年，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结构重要性系数为

１ １。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类（乙类），抗
震设防烈度为 ７ 度（０ １ｇ），结构设计地震分组为第

二组，场地类别为Ⅱ类，土的类型为中软土。 场地特

征周期 Ｔｇ 在多遇地震和设防地震时取 ０ ４０ｓ，钢结

构阻尼比取 ０ ０３。 桩端持力层为卵石层，极限端阻

力标准值为３ ０００ｋＰａ，采用桩端及桩侧后压浆技术

提高单桩承载力。
荷载方面， 按 １００ 年重现期基本风压值取

０ ４５ｋＮ ／ ｍ２，基本雪压值取 ０ ４０ｋＮ ／ ｍ２；城墙按不少

于 ６００ｍｍ 厚砌筑金砖做法，考虑 １ ∶ ４ 倾斜投影荷

载。 温度作用按照洛阳地区最低基本气温－６℃，最
高基本气温 ３６℃考虑，设计要求钢结构各层合拢温

度控制在 １４～１８℃。
５　 结构计算分析

　 　 结构整体计算主要采用 ＭＩＤＡＳ ／ Ｇｅｎ 软件，采用

ＳＴＲＡＴ 软件进行对比分析，根据结构设缝情况分城

楼、飞廊＋朵楼＋连廊（朵楼区）、阙楼三个主要结构

模型，每个结构体根据遗址条件、城墙围护情况、上
部建筑特点采用不同的结构布置方案［７］。
５ １ 城楼

　 　 城楼平面规整，受周边建筑影响小，各层楼板连

续布置，结构整体高度 ４８ ５２ｍ（图 ８），下部遗址层柱

脚跨度为 ３６ｍ，中部城墙层转换桁架下部跨度约

２４ｍ，结构高度 １１ ４ｍ，平座暗层上的建筑高度约

２４ｍ。
对城楼进行振动模态分析，得到的城楼自振周

期见表 １，第一扭转振型模态见图 ９。 可以看出

ＭＩＤＡＳ ／ Ｇｅｎ 软件与 ＳＴＲＡＴ 软件计算结果吻合。
由于转换层有斜墙参与工作，结构水平位移及

扭转效应主要发生在上部建筑层，在 Ｘ 向地震作用

下最大水平位移为 ４３ ３４ｍｍ（位移角 １ ／ １ １５２），在 Ｙ
向地震作用下最大水平位移为 ３２ ８９ｍｍ（位移角

１ ／ １ ５１８）。 最大层间位移角出现在上部建筑层的一

明层，该层结构形式由外围钢筋混凝土墙＋内部钢

桁架转换结构变成钢框架结构，侧向刚度差异大且

层高达 ７ １１ｍ，层间位移角达到 １ ／ ３１６ （Ｘ 向） 和

１ ／ ３９８（Ｙ 向），其余各层层间位移角均小于 １ ／ 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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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城楼结构横向剖面图 图 ９　 城楼第一扭转振型模态（未显示楼板） 图 １０　 朵楼结构侧立面图

城楼自振特性 表 １

模态
周期 ／ ｓ

ＭＩＤＡＳ ／ 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
描述

Ｔ１ １ ２７５ １ １６１ Ｙ 向平动
Ｔ２ １ １３７ １ ０５８ Ｘ 向平动
Ｔｔ １ ０４８ ０ ９２９ 第一扭转

５ ２ 飞廊＋朵楼＋连廊（朵楼区）
　 　 飞廊、朵楼、连廊三个建筑单体因共用下部遗址

层支撑柱和倒梯形布置的问题，不能在遗址层屋面

上设置结构缝，在中部城墙层顶部以建筑单体形式

各自存在。 该结构区段是本工程结构体系最复杂的

部分，除竖向存在三种结构体系外，其在下部遗址层

顶属于大底盘结构，在中部城墙层顶属于多塔结构。
其中朵楼在下部遗址层跨度最大，因避让遗址，

可落基础位置仅在遗址四个角处，双向结构体系与

城楼类似（图 １０）。 柱脚间跨度 Ｘ，Ｙ 向均为 ２８ ６ｍ，
两个方向水平推力形成合力沿 ４５°方向外推。 虽然

朵楼高度约 ４０ｍ 低于城楼，但因局部同时承担连廊

和飞廊荷载，柱脚水平推力值在整个项目中最大，计
算标准值约为１４ ５００ｋＮ。

飞廊＋朵楼＋连廊结构区段第 １、第 ２ 阶振型均

为朵楼部分上部建筑层的 Ｙ 向平动、Ｘ 向平动，且两

方向平动周期值接近（表 ２），这与朵楼部分上部建

筑层平面为正方形且结构构件为对称布置的特点相

吻合。 第 ３ 阶振型为朵楼部分上部建筑层的第一扭

转振型（图 １１）。 第 ４ ～ ９ 阶振型分别为飞廊、连廊

部分的 Ｘ 向平动、Ｙ 向平动、扭转振型。
飞廊在 Ｘ 向地震作用下最大水平位移为

　 　 　
朵楼自振特性 表 ２

模态
周期 ／ ｓ

ＭＩＤＡＳ ／ 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
描述

Ｔ１ ０ ７６１ ０ ６４６ Ｙ 向平动

Ｔ２ ０ ７６０ ０ ６４５ Ｘ 向平动

Ｔｔ ０ ６５０ ０ ５４７ 第一扭转

１５ ７５ｍｍ（位移角１ ／ ２ ２００），在 Ｙ 向地震作用下最大

水平位移为 ２２ ４５ｍｍ（位移角１ ／ １ ７２４）。 朵楼在 Ｘ
向地震作用下最大水平位移为 ２７ ５８ｍｍ（位移角

１ ／ １ ４７６），在 Ｙ 向地震作用下最大水平位移为

３１ ８０ｍｍ（位移角１ ／ １ ２８０）。 连廊在 Ｘ 向地震作用

下最大水平位移为 ２３ ４２ｍｍ（位移角１ ／ １ ３３０），在 Ｙ
向地震作用下最大水平位移为 ２０ ０８ｍｍ（位移角

１ ／ １ ５５２）。 飞廊最大层间位移角为 １ ／ ６４２（Ｘ 向）和
１ ／ ５８９（Ｙ 向），朵楼最大层间位移角为 １ ／ ３９９（Ｘ 向）
和 １ ／ ３７７（Ｙ 向），连廊最大层间位移角为 １ ／ ３１２（Ｘ
向）和 １ ／ ４４２（Ｙ 向）。 最大层间位移角均在上部建

筑层的一明层，该层结构形式由剪力墙⁃钢桁架变成

钢框架，侧向刚度差异大且层高为 ５ ６０ ～ ６ ９９ｍ，其
余各层间位移角均小于 １ ／ ８００。
５ ３ 阙楼

　 　 阙楼是本工程构件布置最复杂的部分，平面呈

Ｌ 形，按“双向三出阙”制式要求，Ｌ 形交角处为“母
阙”，向外为“子阙”，Ｌ 形端部为“小子阙”。 中部城

墙外观呈折线形布置，边柱布置也随之变化 （图

１２），仅竖向交通部分的柱为竖直布置，竖直柱支撑

在下部遗址层顶转换梁上。 上部建筑层因城墙三阙

制式逐渐升高造型，没有连续水平楼板布置。
阙楼平面呈 Ｌ 形，不像城楼结构在立面对称、

水平推力表现明确，可以直接在两侧基础间按照推

力所在方向设置拉杆。 阙楼遗址层支撑柱脚在阴角

处集中落地，在阳角两边分散排布，每根支撑柱水平

推力是沿着平面布置的方向向外推出，其方向和推

力在楼两侧不是对称关系。 通过观察推力分布情

况，最终决定将阴角处和阳角两侧桩承台设计成三

个大型桩承台，设置承台间拉杆（图 １３）。 假定桩身

和承台没有水平 Ｘ，Ｙ 向约束，不断调整各拉杆的预

应力值，在上部结构荷载和预应力共同作用下，最后

调整到各承台双向水平位移接近 ０ 时，确定各拉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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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朵楼区上部建筑层第一扭转振型

模态（未显示楼板）
图 １２　 阙楼平面布置

示意图

图 １３　 阙楼承台及拉杆

布置图

的预应力控制值。

图 １４　 阙楼第一平动振型模态（未显示楼板）

阙楼中部城墙层的高度在本项目中为最高，上
部建筑层在平座暗层以上为一层建筑，由于三阙屋

面逐步升高，屋面钢梁交错连接，在振型上主要以平

动为主，前 １０ 阶振型周期在 ０ ７６１ ～ ０ ４２９ｓ 之间

（前 ３ 阶振型周期见表 ３），无明显以扭转为主的振

型，各平动振型中均包含扭转分量。 其中，第 １ 阶振

型以母阙和双向子阙沿 Ｙ 向平动为主，伴有 Ｘ 向小

子阙绕整体扭转分量（图 １４）；第 ２ 阶振型以母阙及

Ｙ 向双子阙的 Ｙ 向平动为主，伴有 Ｘ 向小子阙绕整

体扭转分量；第 ３ 阶振型以母阙及 Ｘ 向双子阙的 Ｘ
向平动为主，伴有 Ｙ 向小子阙绕整体扭转分量。

阙楼自振特性 表 ３

模态
周期 ／ ｓ

ＭＩＤＡＳ ／ 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
描述

Ｔ１ ０ ７６１ ０ ６４６ 母阙及双向子阙 Ｙ 向平动为主
Ｔ２ ０ ７６０ ０ ６４５ 母阙及 Ｙ 向双子阙 Ｙ 向平动为主
Ｔ３ ０ ６５０ ０ ５４７ 母阙及 Ｘ 向双子阙 Ｘ 向平动为主

阙楼在 Ｘ 向地震作用下水平位移为 ３９ ４０ｍｍ
（位移角 １ ／ １ １７５），在 Ｙ 向地震作用下水平位移为

３５ ０６ｍｍ（位移角 １ ／ １ ３２１），分别发生在建筑平面 Ｌ
形两个端部。 最大层间位移角在城墙上一层，结构

形式由剪力墙－钢桁架变成钢框架，侧向刚度变化

明显且该层层高 ７ ９４ｍ，层间位移角达到 １ ／ ３４８（Ｘ

向） 和 １ ／ ２８７ （ Ｙ 向），其余各层间位移角均小于

１ ／ ８００。 阙楼 Ｌ 形布局在建筑平面上沿 ４５°方向为

对称关系，两个端部因结构钢柱支撑及墙体布置不

同，墙体在北侧与飞廊相连不封闭，造成阙楼 Ｌ 形

两端抗侧刚度有区别，在地震作用下位移有差异，符
合结构布置特点。
６　 基础间预应力拉杆设计

　 　 遗址层下部基础间预应力拉杆是本项目关键构

件，如果仅从受拉现象确定拉杆形式，采用预应力筋

可以满足要求，所需暗埋构件尺寸小。 从安全角度出

发，还需考虑构件施工操作可行性、地下埋置安全、耐
久性要求以及防止意外破坏等问题，需要在预应力筋

外部有足够厚度的保护层。 考虑预应力在张紧过程

中，构件轴向收缩变形大，会造成桩承台随之位移，对
桩头形成剪切和弯曲效应，因此预应力拉杆必须具有

抗压刚度，以减少承台水平位移量，避免桩身破坏。
结合场地土层情况和洛阳传统技术，考虑施工

可操作性以及对遗址影响，最终确定采用内径不小

于 ８００ｍｍ、壁厚不小于 ８０ｍｍ 的钢筋混凝土顶管进

行暗挖施工，该直径可供施工人员进入管内，在必要

时处理顶管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顶管节间采用

密封材料封堵［１０］。 混凝土顶管推进完成后，在管内

推进 ϕ６００×１６ 钢管，边推进边设置钢管与顶管间定

位装置，同时在钢管内设置预应力筋定位装置，后续

钢管间采用现场等强对接焊缝拼接。 钢管安装完毕

后，先采用 Ｃ３５ 膨胀性混凝土压力注入钢筋混凝土

顶管与钢管间缝隙；达到混凝土强度后进行预应力

第一次张拉，监测数据符合要求后，再采用 Ｃ３５ 膨

胀性混凝土压力注入钢管内部。 施工要求连续施工

并记录注入量与预算量差异，后期根据上部荷载情

况，进行预应力后续张拉。
在计算模型中，不考虑钢管外混凝土的有利作

用，按 ϕ６００×１６ 钢管或钢管混凝土组合构件进行分

析［６］。 考虑施工误差不利影响，在大吨位独立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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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台设置两道预应力拉杆，位于钢柱两侧对称位置

保持拉力平衡，这样每根拉杆预应力最大控制值为

５ ６００ｋＮ，前期设计时预估预应力束直径不大于

１５０ｍｍ，布置于钢管中心（图 １５）。

图 １５　 暗挖顶管预应力拉杆剖面图

由于遗址两侧基础间距大，预应力拉杆在钢管

混凝土受压支撑情况下，一次性张拉至预应力控制

值，按照试桩数据进行计算，承台水平位移计算值仍

不可忽视。 以城楼为例，承台柱网间距为 ３６ｍ，两根

拉杆在１１ ０００ｋＮ预应力张拉控制值直接作用下，一
侧承台会由原点向中心偏移 ６～８ｍｍ，会对桩身安全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设计图纸要求预应力张拉施工

应根据主体施工进度、上部荷载变化情况，预估分三

次张拉完成预应力张拉控制值。

图 １６　 模拟城楼施工阶段桩顶位移

为合理确定预应力分次张拉时间节点，对施工

过程及建筑投入使用阶段进行全过程模拟计算。 假

设施工阶段采用先主体后装饰，逐层加载的原则进

行，使用阶段以逐层加载楼面活荷载为原则进行模

拟计算。 根据全过程模拟计算所得柱底位移情况，
将分析过程划分为三个施工阶段加一个使用阶段，
预设每个施工阶段后进行预应力张拉（表 ４），作为

预应力施工指导原则，后期具体施工时由施工单位

细化。 这样每次张拉或施工过程中一侧承台总位移

可以控制在 ３ｍｍ 以内，即承台相对施工原点位移变

化在±１ ５ｍｍ 之间（图 １６）。 由位移变化可知，在上

部结构和荷载不断增加下，桩顶在推力作用下向外

侧变形，在每次张拉后，桩顶在预应力张拉下向内侧

变形。

设计预估城楼施工阶段 表 ４
全过程分析控制

阶段
施工内容描述

第一施工阶段 基础部分、标高 ８ ２２０ｍ 以下主钢框架梁、柱安装

预应力张拉 第一次张拉

第二施工阶段 标高 ８ ２２０ｍ 以上钢结构安装及楼板浇筑

预应力张拉 第二次张拉

第三施工阶段 围护结构、立面装饰、建筑内部装修及设备安装

预应力张拉 第三次张拉

使用阶段 建筑使用阶段（以逐层加载楼面活荷载模拟）

７　 特殊节点设计

　 　 本工程特殊节点包括转换结构节点、斜柱脚节

点、预应力锚板等。
７ １ 转换结构节点

　 　 因上部建筑层与下部遗址层柱网不对应，以及

中部城墙段支撑柱基本以斜柱为主，整个建筑多数

钢构件间的连接节点为异形连接节点，且柱网变化

较大，每个节点都需要根据所在位置、构件倾斜角度

单独进行节点设计。 因此本工程节点设计实际是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节点加工单位合作完成。 设计阶

段由设计单位对节点进行概念设计和控制设计。 项

目开工后，为防止安装工作对遗址产生破坏性影响，
由施工单位结合遗址场地情况，进行空间测量，提出

节点和构件外观控制尺寸；节点加工单位根据控制

尺寸，再与设计单位共同进行节点改进，特别是内部

板件布置，对重要节点进行实体有限元分析，才最终

完成节点设计，对于难以拼接加工而成的节点采用

铸钢节点实现。
７ ２ 斜柱脚节点

　 　 本工程各斜柱脚是预应力拉杆进入桩基承台

后，ϕ６００×１６ 钢管与斜柱柱脚节点现场焊缝拼接，后
期施工预应力张拉结束并封锚后才形成完整受力

柱脚。
钢柱脚在现场拼接完成后一次性浇筑混凝土承

台，浇筑时考虑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原则设置冷却水

管进行内部降温控制。 承台设计按钢柱底板面积验

算混凝土抗压强度，按冲切原则控制钢柱底板下混

凝土厚度，按施工模拟分析数据验算承台及桩体水

平抗剪强度。 选择典型承台进行全构件有限元模拟

分析，除按钢筋混凝土组合结构验算外，还按单独钢

构件承担斜柱荷载、预应力拉力情况（不考虑承台

混凝土有利作用） 进行验算，钢柱脚应力按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屈服准则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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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预应力锚板

　 　 预应力筋采用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ϕ１５ ２（ｆｐｔｋ ＝
１ ８６０ＭＰａ），拉杆中最大张拉控制值为５ ６００ｋＮ，需
要 ３６ 根钢绞线。 采用常规混凝土内锚固方式需要

长距离扩散过渡段和大范围锚固区面积，在本工程

有限场地内是不可实现的，经仔细研究，最后确定将

预应力锚固端直接连接在钢柱脚上，钢绞线通过锚

板与之相连，锚板周边通过法兰盘与柱脚相连形成

支座。 因钢绞线密集，锚板尺寸小，内部填充混凝土

承压能力有限，计算时考虑锚板承受全部预应力张

拉力。 锚板材料选用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 ／ Ｔ
６９９—２０１５）中 ４５＃调质钢。 考虑基本组合作用下，按
照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不大于材料折减后屈服强度和剪应

力不大于材料折减后抗剪强度双控制原则确定各拉

杆预应力筋的锚板厚度，实际选用板厚 ５０ ～ １８０ｍｍ。
在正式加工锚板前，施工单位根据设计图纸要求进行

全尺寸锚板张拉受力试验（图 １７），试验结果表明，锚
板变形、应力变化与模拟分析结果相符。

图 １７　 预应力锚板张拉受力试验

８　 施工阶段监测及控制

　 　 考虑工程边界条件、施工荷载与结构计算模型

有差异，需要在施工阶段进行结构位移、应力监测工

作，并在图纸中给出主要应力和位移监测点位。 其

中桩顶位移是工程监测重点位置，鉴于承台浇筑完

毕后回填基槽，可持续测量位置只能布置在承台顶

部，因此要求承台上监测点数量和位置的测量数据

能反映承台水平、竖向变形和整体扭转情况。 为保

证监测准确性，要求承台位移测量精度不低于

０ ０１ｍｍ。 施工全过程监测，桩顶位移数据如超出设

计预估值，应停止施工，查找原因。
控制工作包括复核施工单位的预应力体系施工

方案合理性，确定预应力各阶段张拉比例；监测单位

　 　 　

在现场将预应力张拉后实际索力、预应力损失进行

现场测量，与施工模拟结果进行拟合分析，对比结构

各监测点位的数据是否处于控制指标范围内，综合

判断已施工的结构体系是否处于合理状态，然后向

施工单位发出是否可进行下一步工序的监控指令。
依据上述原则，监控单位制定详细监控方案，定期汇

报监控成果。
９　 结语

　 　 洛阳隋唐城应天门遗址保护建筑上部采用大跨

度钢结构跨越遗址，利用转换结构支撑上部建筑，在
遗址下采用暗挖顶管工艺布置基础预应力拉杆，为
土遗址保护和展示提供一种新型结构形式。

预应力拉杆采用多次张拉方式限制桩顶位移

量，有效控制柱脚水平推力对桩基础产生水平剪力

造成的破坏效应，保证结构主体安全。
结构刚度在基础预应力张拉和上部结构施工过

程中不断变化，设计文件对施工阶段进行预估，制定

施工监测和控制原则，是保证施工符合设计意图的

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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