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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软件的开发及文件编制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努力及费用。

程序已经经过彻底地测试及使用。然而，在程序使用方面，使用

者接受并清楚知道开发者或经销商在程序的准确性或可靠度上没

有做任何直接或暗示的担保。 

本程序是实用且强大的结构设计工具。然而，使用者必须清

晰地理解程序在如下环节的基本假定：建模、分析和设计算法，

以及没有提及的方面。 

程序生成的信息必须由有资质和有经验的工程师来校核。工

程师必须独立地核查结果，承担所使用信息的专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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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ETABS 是一个完善且易于使用的建筑结构专用分析与设计程序。ETABS 2013 具有

直观、强大的图形界面功能，以及一流的集成于通用数据库中的建模、分析、设计和详

图功能。虽然对于简单结构来说 ETABS 快速简易，但它也能处理包括广泛的非线性效

应在内的、巨大且极其复杂的建筑模型，因此成为建筑行业里结构工程师的首选工具。 

ETABS 的历史和优势 

40 年前，在 ETABS 的前身－TABS 的最初发展时，即已认识到建筑物是由一系列

特殊结构类型构成。早期的 ETABS 提供考虑到建筑结构特点的输入、输出和数值求解

技术，提供了比其他普通程序显著节省时间和增加精确性的工具。 

随着计算机与计算机界面的改进，ETABS 增加了计算复杂的分析选项，如动力非

线性效应，以及图形界面中强大的类似 CAD 画图工具和基于对象的界面。尽管 ETABS 

2013 看来与它 40 年前的前身有很大不同，但它的任务仍然没变：即为建筑结构分析及

设计方面提供最有效最完善的专业软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新版遵循与最初原始程

序相同的思路，即： 

 大部分建筑物是由水平的梁与垂直的柱构成的直观的几何形状。尽管用ETABS

可以实现任何建筑布局，但在多数情况下，由水平楼层与垂直柱线所定义的简

单轴网系统能容易地建立起建筑几何形状。 

 建筑物的大多数楼层是相似的。这一共同性在数值上的运算可以减少计算量。 

 输入和输出的习惯与通常建筑术语相符。使用 ETABS，模型是以一个楼层一

个楼层地、一根柱一根柱地、一个开间一个开间地以及一片墙一片墙地进行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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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定义，而不象其他普通的计算机程序中那种非描述性的节点和单元数据流。

因此结构的定义简单、清晰并具有物理意义。 

 在大部分建筑物中，构件的尺寸相对于开间宽度和层高而言比较大。这些尺寸

关系对于框架的刚度有显著影响。ETABS 在单元刚度的公式中对这些影响进

行了修正，而不同于大部分通用程序中使用的是从中心线到中心线的尺寸。 

 本程序以一个工程师可直接使用的格式生成结果。而通用程序使用通用格式产

生的结果在用来进行结构设计之前，还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ETABS 的用途 

ETABS 为结构工程师进行建筑结构设计工作提供了多种分析与设计工具。以下只

列出了一部分 ETABS 易于处理的系统及分析类型： 

 商业、政府及医疗机构的多高层建筑 

 带螺旋与直线斜坡车道的停车库 

 交错桁架建筑 

 带有钢、混凝土、组合或桁架梁楼板框架的建筑 

 任意开洞的复杂剪力墙和核心筒 

 基于多个矩形及/或圆柱形轴网系统的建筑 

 平板和井字楼板混凝土建筑 

 承受任意数目的竖向和水平荷载工况及其组合的建筑物，包括自动生成风荷载

和地震荷载。 

 多个反应谱荷载工况，带内置的输入曲线 

 楼板到梁与墙的竖向荷载自动传递 

 梁-柱和梁-梁钢节点能力校核 

 P-Δ分析、静力分析或动力分析 

 明确的节点区变形 

 施工顺序加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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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方向上的多个线性与非线性时程荷载工况 

 地基/支座沉降 

 大变形分析 

 非线性静力 Pushover 分析 

 带基础隔震器和阻尼器的建筑物 

 基于位移目标的钢和混凝土框架的优化 

 钢柱底板的设计能力校核 

 用刚性或半刚性隔板进行楼板建模 

 自动垂直活荷载折减 

还有更多更多! 

一个集成化程序 

ETABS 是一个完全集成化的系统，内嵌在简单直观用户界面下的是非常强大的数

值方法、设计过程与国际设计规范，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一个统一完善的数据库来协同工

作的。这样的集成意味着用户仅需建立一个楼板系统以及垂直和侧向框架系统的模型，

就能对整个建筑物进行分析、设计和详图工作。 

用户所需要的一切都集成到基于 Windows 图形用户界面的一个通用分析与设计软

件包。无需外部模块维护，程序与模块之间没有数据转换。结构一部分的变化即时自动

地作用在另一部分上。集成模块包括： 

 用于建模的绘图。 

 地震与风荷载的生成。 

 当楼板单元不能作为楼板系统的一部分提供平板弯曲时，可将竖向荷载传递到

柱和梁的重力荷载传递。 

 基于线性静力分析与动力分析的有限元。 

 基于非线性静力分析与动力分析的有限元（仅在 ETABS 非线性版本和巅峰版

本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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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显示和报告生成。 

 钢框架设计 (柱、梁与支撑)。 

 混凝土框架设计 (柱与梁)。 

 组合梁设计 

 组合柱设计 

 钢桁架梁设计模块 

 剪力墙设计 

 包括柱底板的钢结构连接设计 

 详图生成 

ETABS 2013 有三个版本，所有版本共享相同的图形用户界面： 

 ETABS 2013 增强版（Plus）除不具有非线性静力和动力分析功能（P-delta 和

只拉/压框架单元在所有版本中有效）以外，包括 ETABS 的全部功能，如无可

匹敌的 64 位优化求解器、剪力墙建模、多反应谱分析、线形模态时程、各种

导入导出选项、复杂报告生成等。包括钢框架设计、混凝土框架设计、组合梁

设计、组合柱设计、钢桁架梁设计、剪力墙设计、钢连接设计和钢底板设计等。 

 ETABS 2013 非线性版（Nonlinear）包括 ETABS 2013 增强版的全部功能，外

加非线性静力和动力分析功能，如推覆分析、基础隔震、阻尼器、快速非线性

分析（FNA）、施工顺序和多段线性 P-y 弹簧等。 

 ETABS 2013 巅峰版（Ultimate）包括 ETABS 2013 非线性版的全部功能，外

加非线性分层壳单元、线形和非线性的直接积分时程分析、屈曲分析和徐变与

收缩行为的模拟。 

建模功能 

ETABS 把建筑物理想化为壳、框架、连接和点对象的集合，这些对象分别用来代

表墙、楼板、柱、梁、支撑以及连接/弹簧等物理构件。基本结构几何形状是以通过一

个简单的三维空间轴网系统来定义，也能够用相对比较简单的建模技术处理非常复杂的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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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平面可以是非对称、非矩形的。结果能够精确地反映出楼板的扭转效应以及

各层楼板的相互作用与协调。计算结果强调三维空间位移的一致性与协调性，使其能得

到相对较小柱距的高层结构性能的筒状效应。 

可以模拟半刚性隔板以获取楼板平面内变形的效果。楼板对象可在相邻楼层之间跨

越以产生倾斜楼板（斜坡），这对于停车库结构的建模来说很有用。 

不使用人造的（“虚的”）楼板和柱线即可建立部分隔板模型，如夹层、缩进、中庭

和楼板开洞。它也能模拟在每层上建立多个独立的隔板模型，允许建立在相同基础上的

多塔结构模型。 

柱、梁和支撑单元可以是变截面的，而且在端部连接处可以局部固定。它们也可以

有均布、部分均布或梯形分布的荷载模式，而且可以有温度荷载。使用自动计算出的末

端偏移量，考虑梁和柱的有限尺寸对框架结构刚度的影响。 

楼板和墙可以模拟成只有平面内刚度的膜单元、只有平面外刚度的板弯曲单元或组

合了平面内外刚度的壳单元。楼板和墙构件可以具有平面内或平面外的均布荷载模式，

而且可以有温度荷载，柱、梁、支撑、楼板和墙构件在连接部位均彼此协调一致。 

分析功能 

可以对用户指定的作用于楼板或楼层的竖向、侧向荷载进行静力分析。如果模拟具

有板弯曲承载力的楼板，那么作用在楼板上的垂直均布荷载将通过楼板单元的弯曲传递

到梁和柱上。否则，作用在楼板上的垂直均布荷载将自动地转换为相邻梁上的跨间荷载

或相邻柱上的节点荷载。因此，不需要进行外在的框架二次模拟，就能自动地完成将楼

板附属荷载传递到楼板梁上的繁重工作。 

程序能自动生成符合各种不同建筑规范要求的侧向风、地震荷载作用模式。使用特

征向量或 Ritz 向量分析，可以计算三维空间振型形状和频率、振型参与系数、方向系数

及参与质量等。无论在静力或动力分析中都可以包括 P-Δ效应。 

可进行反应谱分析、线性时程分析、非线性时程分析以及静力非线性（Pushover）

分析。为了包括由于施工顺序所引起的各种力，静力非线性分析功能允许用户进行递增

的施工顺序荷载分析。 

各种不同静力荷载条件下产生的结果可以相互组合，也可与动力反应谱或时程分析

的结果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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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可以用图形方式显示，或者以表格输出的形式显示，可在报告中编辑，输出到

数据库文件或保存到 ASCII 码文件中。输出结果类型包括反力和构件力、振型和参与系

数、静力和动力下的楼层位移与层间剪力、层间位移率和节点位移、时程轨迹数据等。 

输入与输出可以在第三方软件之间进行，如 Autodesk 公司的 Revit 和 AutoCAD，

或者其他支持 CIS/2 或 IFC 模型的程序。 

ETABS 使用 SAPFire
TM 分析引擎，它是所有 CSI 软件共同使用的方程求解器。本

求解器采用了最新的数值技术，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求解速度和无限制的模型规模，代表

了当今最新技术水准。 

设计功能 

对钢框架、混凝土框架、混凝土剪力墙、组合梁、组合柱、钢桁架的设计，可以基

于各种国际规范和中国规范。基于材料和构件类型来进行抗弯、抗剪和变形校核。钢框

架和混凝土框架构件可以从自动选择列表中来进行截面优化，混凝土截面使用国际规范

和中国规范的钢筋进行设计。基于用户指定的螺栓和剪力板性能，钢结构连接设计自动

考虑梁-梁和梁-柱连接。钢结构底板设计考虑其尺寸、厚度和连接锚固。 

详图功能 

可以生成施工详图，包括平面布置、柱表、梁立面和截面、钢结点表、混凝土剪力

墙的布筋等。混凝土梁、柱、墙的选筋基于用户定义的规则。可以生成任意数量的图纸，

包括一般注释、平面图、剖面、立面、表格和钢筋表等。图纸可以在 ETABS 中直接打

印，或者导出为 DXF 或 DW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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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开始 

ETABS 是一个易于使用并且功能强大，为建筑结构系统开发的专用计算机程序。

本章将帮助用户开始使用这个程序。 

安装 ETABS 

请根据 ETABS 软件包中安装文件的安装向导进行安装，或者请系统管理员安装这

个程序，并提供给您允许访问使用的权限。 

如果要升级 

如果想在旧版 ETABS 的基础上升级，要注意现在模型是根据对象定义的，这些对

象在分析中自动地被剖分成单元。 

这个显著的变化极大改进了程序的性能，因此我们建议用户阅读本指南的其余部分

以便熟悉这些方法，以及其他新的功能。 

关于本手册 

编写这套手册是为了帮助用户快速掌握运用 ETABS。它包括这本《欢迎使用 ETABS》

手册、《用户指南》以及《使用教程》。《欢迎使用 ETABS》手册的下一章介绍 ETABS

中使用的主要术语，而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讨论建模技术与分析技术。《用户指南》共

十五章，讨论建模、分析与设计的步骤和菜单。《使用教程》以一个示例讨论模型的建

立、分析、设计和详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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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推荐用户在试图使用 ETABS 创建工程项目之前，先阅读本手册并且观看辅导

影片（见看与学影片 Watch & Learn Movies）。 

用户可在 ETABS 图形用户界面的在线帮助工具中找到更多信息，包括描述规范指

定的设计方法的技术注释。这些文件可从 ETABS 的 DVD 上得到，以 Adobe Acrobat 的

PDF 格式浏览，也可在程序内使用帮助菜单获得这些文件。 

“Watch & Learn”看与学影片 

学习 ETABS 程序的一个最好办法是观看“Watch& Learn”看与学系列影片，它可

从 ETABS 的 DVD 上或者通过 CSI 网站 http://www.csiamerica.com或北京筑信达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sec.cn 获得。无论对首次使用的用户还是富有经验的专家

来说，这些影片都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覆盖了从基本操作到复杂建模的广泛题目。

每部影片长从几分钟到半小时。 

CSi Wiki 知识库 

CSi Wiki 知识库包含了常见支持和程序操作问题的答案。这是接触技术支持之前的

最好的第一步，因为大量共性的和秘籍性的问题，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答案。见

https://wiki.csiamerica.com。 

技术支持 

自软件购买之日起一年内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通过电话与电子邮件为用

户提供免费技术支持。90 天后，只有购买年度维护合约（SUM：Support，Upgrade，

Maintenance）的用户可以得到优先的技术支持服务；没有年度维护合约的客户依然可以

获得技术支持，但只能是通过邮件且为非优先级别。请联系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或区域经销商以询问有关软件维护协议的事宜。 

如果用户在使用软件时遇到问题，我们建议： 

 参考本手册和包含在产品内的文字信息。 

 在程序中选择在线帮助工具。 

 访问 ETABS Wiki 页面。 

如果用户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按照下面的方式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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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须知 

当用户联系我们询问有关技术支持的问题时，请提供给我们下列信息，以便我们为

用户服务： 

 用户所用的程序版本 (增强版、非线性版或巅峰版) 和版本号。可以从程序内

帮助菜单>关于 ETABS 命令获得。 

 对用户模型的描述，可能的话请附带图片。 

 请描述当问题发生的情况和用户的操作。 

 准确记录在用户屏幕上显示的错误信息。 

 用户如何处理该问题的描述。 

 计算机的配置（品牌和型号、处理器、操作系统、硬盘容量及内存容量）。 

 用户的姓名、公司名称及联系方式。 

电话支持 

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早 9：00 到晚 5：00，通过电话

86-10-68924600-200，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可为用户提供标

准的电话技术支持。 

当用户打电话时，请坐在计算机旁，并且显示好程序手册。 

在线支持 

在线支持为： 

 访问筑信达在线支持系统注册和登录：support.cisec.cn 

 发送电子邮件及模型文件到 support@cisec.cn 

 访问 CSI 的网站 www.csiamerica.com 或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

www.cisec.cn，阅读常见问题。 

如果用户要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请确定包含了在前面章节“服务须知”内所需的

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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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TABS 系统 

ETABS可以对于使用图形用户界面所建立的建筑结构模型进行分析、设计和详图。

成功地使用 ETABS 的关键在于理解其独特的强大建模系统。本章将给出一些关键部分

及其相关术语的概述。 

建模过程概述 

使用 ETABS 建立模型和使用其他结构分析程序建立模型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 

 ETABS 对建筑结构建模系统进行了优化。因此其建模过程和设计功能都符合

建筑结构的特点。 

 ETABS 基于对象建模，它包括节点对象、框架对象、连接对象和壳对象。用

户通过指定对象来定义结构的构件如：梁、柱、支撑、楼板、墙、坡道、弹簧，

还可以给对象指定定义荷载。 

以最简单的方式，建立一个模型需要以下三个基本步骤： 

 使用图形界面里的各种绘图工具绘制出一系列的点对象、框架对象、连接对象、

壳对象等来模拟建筑物。 

 使用指定菜单中的选项定义对象的结构属性（截面和材料）以及荷载。注意：

指定结构属性可以在绘制对象时用对象属性对话框操作。在执行绘图命令时出

现这个对话框。 

 对于非膜属性的 slab/deck/plank 截面的楼板对象和墙壳对象，需要验证网格剖

分参数。可以对楼板和墙设置不同的最大网格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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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工作完成后就可以进行分析工作了。此时，程序将自动把基于对象的模型转换

为用于分析的基于单元的模型（单元模型也称作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包括节点、框架

单元、连接单元和壳单元（膜和板）。转换为分析模型的过程是在程序内部进行的，对

用户而言基本是不可见的。 

物理建模术语 

在 ETABS 中，用户经常要涉及到对象、构件和单元。“对象”代表模型中的物理结

构构件，“单元”指的是有限单元，ETABS 内部生成单元刚度矩阵。在多数情况下，对

象和物理构件是一一对应关系，并且用户在 ETABS 界面上“绘制”的正是这些对象。

对象将准确地代表物理构件，用户通常不需要考虑这些对象剖分为在进行数值计算或分

析模型时需要的单元。例如：单个框架对象可以模拟一根完整的梁，而不用考虑它与其

它框架构件连接，并且不用考虑荷载。ETABS 建立的模型和输出的结果，都是针对对

象而言的。 

这与传统分析程序的区别在于：传统程序需要用户去定义一个构成较大物理构件的

有限单元的子集合。在 ETABS 中，程序内部通常会将用户绘制的对象或物理构件，剖

分成分析程序所需的更大数量的有限单元，而无需用户输入。因为用户的工作仅与基于

对象的物理构件有关，建模和解释结果都只需较少的时间，而且附带的好处是分析结果

更适合于后续的设计工作。 

对于用户而言，结构模型中的对象可能是新的概念。在 ETABS 中掌握这一概念是

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 ETABS 建模的基础。在理解这个概念并且用它工作一段时间之

后，将会认识到这种基于对象建模方法的简单之处。用户可以方便地使用对象的概念建

模，在创建和编辑复杂的模型时这个概念极为有效。 

楼层定义 

ETABS 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是：楼层的识别。它可以以一种方便的、有逻

辑性的方式输入建筑物数据。用户可以一个楼板一个楼板以及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定义

模型。这种方式类似于设计人员设计建筑布局的构图方式。楼层可以帮助用户识别、定

位和观察模型的特定面和对象——通过使用它的平面位置和楼层标签，很容易定位柱和

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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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TABS 术语中，一个楼层代表在指定标高上切割建筑物的一个水平面，和在这

个平面以下直到下一个楼层平面的所有对象。根据 ETABS 对于建筑物系统几何形状的

内在理解，用户在平面视图中正在绘制的一个对象，可以指定为在所有楼层或在用户定

义的所有相似楼层中绘制这一对象。这一选项不仅适用于重复的楼板，而且也适用于柱

和墙。用户可以自由地定义楼层标签、每个楼层平面的标高以及标记相似楼层。 

塔 

ETABS 可以定义多塔，每个塔具有自己的轴网和层数据。这可以对公共裙房上的

多塔建筑结构进行建模，视图可以设置为显示一个塔楼或所有塔楼，以及其任意组合。 

单位 

ETABS 使用四个基本单位：力、长度、温度和时间。在任何时候可以对模型使用

任意单位制，例如，使用英寸来对梁截面，使用英尺来对轴网布置。时间总是以秒(s)

为单位。 

角度测量通常用下面的单位： 

 几何上的角，例如轴的方向，通常以度为单位。 

 转角通常以弧度为单位。 

 频率通常以 1/秒 (Hz)为单位。 

质量和重量有着重要的区别。质量仅用于计算惯性力和由地面加速度产生的荷载。

重量则是一种力，它和其他任何载荷一样施加于结构。当具体指定重量值时，需要使用

力单位；具体指定质量值时，则使用质量单位（力-秒 2
/长度）。 

当开始一个新的模型，用户需要初始化单位制。这些单位将成为模型的“默认单位”，

控制哪些单位用来内部保存模型，输入和输出总是通过内部基本单位来进行转换。 

坐标系与轴网 

模型中所有位置最终都是以一个整体坐标系来定义的。这是一个三维的、右手的、

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坐标系和轴网的三个轴，分别为 X 轴、Y 轴和 Z 轴，互相垂

直，并且遵循右手定则。 



欢迎使用 ETABS 

3-4 结构对象 

ETABS 通常认为+Z 方向为向上。默认的重力方向作用于-Z 方向。 

用户可以定义附加的坐标系来辅助建立和观察模型。对于每一个坐标系，用户可以

定义一个由“构造”线形成的三维轴网系统，这个系统在模型中用于定位对象。每一个

坐标系/轴网系统都可以定义为笛卡尔（直角）坐标系或柱坐标系，并且与整体坐标系

有关。当移动一条轴线时，可以指定模型中的对象是否随之一起移动。 

除非将“捕捉”选项功能关掉，绘图操作总是“捕捉”到轴网线交点（默认的）。

也可以采用其他的点捕捉方式，包括捕捉线的端点、中点和交叉点等。当用户需要确保

模型中结构的精确性时，可以使用这些有力的工具。不使用捕捉则会导致对象之间的“间

隙”，这将引起模型连接的错误。 

模型中的每一个对象都有它自己的局部坐标系，用于定义其属性、荷载和反力。每

一个局部坐标系的坐标轴都用 1 轴（红色）、2 轴（绿色）和 3 轴（兰色）来表示。局部

坐标系没有相应的轴网。 

结构对象 

如前所述，ETABS 使用对象代表物理的结构构件。建模时，用户开始先绘制对象

的几何图形，然后再指定属性与荷载以完整地定义建筑结构。 

下面的对象类型是有效的，以几何维度的顺序列出： 

 节点对象，包含两种类型： 

o 节点对象在所有其他类型对象的拐角和端部处自动生成，并且也可在模

型的任何地方明确地添加。 

o 弹簧或接地（单节点）连接对象用于模拟外部弹簧和特殊的支承行为，

例如：隔震器、阻尼器、间隙、多段线性弹簧等。 

 框架对象，用来模拟梁、柱、支撑和桁架。 

 连接（双节点）对象，用于模拟特殊的构件行为，例如：隔震器、阻尼器、间

隙、多段线性弹簧等。与框架对象不同，连接对象的长度可以为零。 

 壳对象用于模拟墙、楼板和其他的薄壁构件。壳对象会自动剖分为分析所需要

的单元。具有膜和板的行为（例如，现浇实体、密肋、带肋楼板）的墙和楼板

使用用户设置的最大尺寸来进行矩形网格剖分。如果模型中的水平面对象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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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定义（例如，deck 和 plank），对象的剖分按照竖向荷载可以正确传递到支承

构件的方式来进行。 

一般来说，对象的几何图形应该和对象的物理构件相符合。这样可以简化模型的可

视化，并且有利于设计过程。 

运行分析程序时，ETABS 自动将基于对象的模型转化为分析时使用的基于单元的

模型。这些基于单元的模型称为分析模型，它由传统的有限单元和节点构成。运行分析

后，基于对象的模型中的对象数量与分析前所包括的对象数量相同。 

虽然大多数对象的剖分是程序自动执行的，用户仍需要了解剖分完成的情况，例如

细分的程度、对于相交的对象如何处理连接点。用户也可以选择手工细分模型，这种划

分是将基于一个物理构件的对象划分成多个对象，这些划分后的对象在尺寸和数量上和

分析单元相同。 

组 

组是对象的集合，它可以包括任意类型和数量的对象。组具有许多用途，包括： 

 快速选择对象以进行编辑和指定。 

 定义穿过模型的截面切割。 

 同组的对象共享相同的设计。 

 选择性输出结果。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定义任意数量的组，使用组是管理复杂模型的一种有力的方式。 

属性 

属性被“指定”给每一个对象，用来定义模型中对象的结构性能。一些属性，如材

料和截面属性，是命名的实体，必须在指定到对象之前先定义这些实体属性。例如，用

户的模型可能包括： 

 一个材料属性为 CONCRETE（混凝土）。 

 一个属性为 RECTANGLAR（矩形）矩形框架截面，以及一个属性为 CIRCULAR

（圆形）圆形框架截面，都可指定材料属性为 CONCRETE（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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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属性为 SLAB 楼板截面，也可指定材料属性为 CONCRETE（混凝土）。 

如果用户给一个框架对象指定 RECTANGLAR（矩形）框架截面属性，针对

RECTANGLAR（矩形）截面或 CONCRETE（混凝土）材料属性定义的任何变化将被自

动应用到该对象。一个命名属性除非已指定给对象，否则对于模型没有任何影响。 

另外一些属性，例如框架节点释放或约束，都是直接指定给对象。这些属性只有在

给对象指定另一个相同类型属性时才会改变；这些属性不是命名的实体，它们不能独立

于对象存在。 

荷载模式 

静力荷载表示结构上的作用，例如作用力、压力、支座位移、热效应等。结构上的

荷载空间分布称为荷载模式。 

用户可以任意定义所需数目的命名荷载模式。一般情况下，需要分别定义下列不同

的荷载模式：恒荷载（Dead Load）、活荷载（Live Load）、静力地震荷载（Static Earthquake 

Load）、风荷载（Wind Load）、雪荷载（Snow Load）和温度荷载（Thermal Load）等。

可以根据设计目的需要，或根据荷载施加于建筑物的方式，将这些荷载分别定义成不同

的荷载模式。 

定义了一个荷载模式的名称之后，用户需要将特定的荷载值指定给对象以作为荷载

模式的一部分，而对于地震或风荷载，可以定义一个自动侧向荷载。用户指定给对象的

荷载值确定了荷载的类型（例如:力、位移、温度）、大小和方向（如果需要）。不同的

荷载可以作为一个荷载模式的一部分指定给不同的对象，需要时可以和自动侧向荷载一

起。每个对象可以有多个荷载模式。 

竖向荷载 

垂直荷载可施加于节点对象、框架对象、壳对象。竖向荷载通常以重力方向或-Z 方

向输入。节点对象可以承受集中力或集中弯矩。框架对象可以施加任意数量的点荷载（力

或弯矩），或施加分布荷载（均匀的或非均匀的）。均匀荷载可以施加于壳对象。竖向荷

载也可以包括单元自重。 

一些用于建筑物结构的典型竖向荷载工况可以包括： 

 恒荷载（Dead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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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恒荷载（Superimposed Dead Load） 

 活荷载（Live Load） 

 折减活荷载（Reduced Live Load） 

 雪荷载（Snow Load） 

如果将竖向荷载作用指定给一个可折减的活荷载模式，那么 ETABS 将在设计阶段

提供折减活荷载的选项。可以运用许多与规范有关的不同类型的活荷载折减公式。 

温度荷载 

在 ETABS 中，框架和壳对象的温度荷载可以通过指定温度变化来生成。这些温度

变化可直接指定为对象上的均匀变化，或者是基于以前指定点对象的温度线性变化，或

者是基于两者的组合。 

如果框架对象温度变化选项被选中，程序就会认为框架对象温度变化是在对象长度

方向线性变化，壳对象温度变化是在对象表面呈线性变化。尽管用户可以为节点对象指

定温度变化，但实际上温度荷载只对框架对象和壳对象起作用。 

自动侧向荷载 

ETABS 可以为地震或风荷载工况自动生成静力侧向荷载，它们基于众多的规范，

包括但不限于 ASCE、BOCA、UBC、NBCC、AS、BS、Chinese、Italian、Mexican、Turkish

及 EUROCODE。每一个用户定义的自动静力侧向荷载都必须在独立的荷载模式内。用

户不能在同一荷载模式内定义两个自动静力侧向荷载，但用户可以向一个包括自动静力

侧向荷载的荷载模式添加额外的自定义荷载。 

如果用户选择地震为荷载类型，各种侧向荷载规范选择会自动成为有效选项。选择

一个规范，带有默认值和缺省设置的地震荷载模式对话框就呈现出来，这些默认值可供

用户查看和编辑。基于由质量分布定义的重量或者基于属性定义计算的重量，程序用这

些数值产生指定方向上的侧向荷载。ETABS 为自动地震荷载计算出每个楼层平面力之

后，这个力在这个楼层平面标高上按照质量的比例分配到每一个节点上。地震自动侧向

荷载不能用于包含多个塔楼的模型，会发生侧向力分布不正确的情况。 

如果用户选择风为荷载类型，各种侧向荷载规范选择会自动成为有效选项。选择一

个规范，带有默认值和缺省设置的风荷载模式对话框就呈现出来，这些默认值可供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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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编辑。在 ETABS 系统中，自动计算的风荷载可施加于由壳对象产生的刚性隔板

或者墙，包括围护结构这样的非结构墙。如果选中“作用于刚性隔板选项”，系统为每

一楼层的刚性隔板计算独立的荷载。在任意楼层上计算的风荷载基于楼层平面标高、高

出和低于基准面的楼层高度、在基准面上为刚性隔板假定的风力作用宽度以及各种规范

相应的风荷载系数。这个荷载作用在 ETABS 计算的刚性隔板的几何中心。 

风荷载作用在半刚性隔板上的方式类似于作用刚性隔板上，逐一楼层进行计算，但

是应用于刚性隔板的每一个点上。尽管刚性隔板上的每一点都受力，但各点的合力却通

过刚性隔板的几何中心。 

如果用户选择“作用于壳对象”，这个选项确定风荷载计算并作用于定义了墙的壳

对象上，用户还必须为每一个风荷载作用的壳对象指定风压系数并说明它是迎风面还是

背风面。基于各种规范的系数和用户定义的系数与风力作用，ETABS 为每一个壳（墙）

对象计算风荷载，并将这些荷载作为集中力施加在对象的角点。另外，框架结构（如栅

格结构、开敞结构）也会遭受风荷载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程序会基于指定的实面积与

毛面积的比率参照选择的规范进行计算。 

函数 

函数用来描述荷载随时间或周期变化的函数关系。函数仅仅在某些分析类型中使用，

它们不能应用于静力分析。一个函数是一系列数字化纵横坐标上的数据对。 

有两种类型的函数： 

 反应谱函数是伪谱加速度与周期的函数，用于反应谱分析。在 ETABS 中，函

数中的加速度数值假定为归一化；也就是说，函数本身没有单位。单位与一个

乘以该函数的比例系数相关，它是当用户定义反应谱工况时被指定的。 

 时程函数是荷载大小与时间的函数，用于时程分析。在一个时程函数中的荷载

值可能是地面加速度值，或者可能是指定的荷载模式（力或者位移）的倍数。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定义任意数量的命名函数。它们不是指定给对象，而是在反应谱

和时程工况的定义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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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elta 

P-Delta 选项用来确定采用的 P-Delta 的类型。P-Delta 指的是重力荷载对建筑结构侧

向刚度的非线性几何效应，有三个选项： 

 无（None）：分析不包括 P-Delta。 

 非迭代（Non-iterative）：根据层质量自动计算有效（但近似）的 P-Delta 技术。 

 迭代（Iterative）：基于用户指定的荷载组合进行的鲁棒性计算方法。 

P-Delta 可以使用静力非线性荷载工况来指定。 

模态工况 

模态工况定义了模型产生模态的类型和数量。可以定义不限数量的模态工况，虽然

大部分情况只需一个工况即可。每个模态工况产生一系列模态，每个模态由阵型（归一

化的变形形状）和一系列模态属性（诸如，周期和圆频率）所构成。结构的动力振型使

用特征向量或 Ritz 向量方法来计算： 

 特征向量分析：确定体系无阻尼自由振动的振型和频率，可以提供对结构行为

优异的理解和洞察。 

 Ritz 向量分析：通过考虑动力荷载空间分布来生成模态，比使用相同数量的固

有振型得到更精确的结果。Ritz 向量模态不表示结构在固有（特征向量）模态

下的本质特征。 

为了运行反应谱工况或模态时程荷载工况，需要模态工况。 

荷载工况 

荷载工况定义了荷载是如何施加到结构上的，以及结构响应是如何计算的。可用多

种类型的荷载工况。最广泛地，荷载工况分为线性的和非线性的，取决于结构对荷载的

响应。 

线性分析的结果可以叠加，可用下列荷载工况： 

 静力（Static）：最常用的分析类型。荷载的施加没有动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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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谱（Response-Spectrum）：用加速度荷载来对响应进行静力计算，需要反

应谱函数。 

 时程（Time-History）：施加随时间变化的荷载，需要时程函数。求解可以是

通过阵型叠加法或直接积分法。 

 屈曲（Buckling）：在施加荷载下计算屈曲模态。 

非线性荷载工况的结果一般不能叠加。但，结构上作用的所有荷载可以在一个特定

的非线性荷载工况中直接组合。非线性荷载工况可以链接在一起来表示复杂的加载顺序。

下列是可用的非线性荷载工况类型： 

 非线性静力（Nonlinear Static）：荷载的施加没有动力效应。可用于推覆分析。 

 非线性阶段施工（Nonlinear Construction）：荷载的施加没有动力效应，伴随

部分结构的添加或移除。可以包括时间相关的效应，比如徐变、收缩和龄期。 

 非线性时程（Nonlinear Time-History）：施加随时间变化的荷载，需要时程函

数。可以通过阵型叠加法或直接积分法来求解。 

可以定义任意数量任意类型的命名荷载工况。当模型分析时，必须选择荷载工况来

运行；可以选择性地删除任意荷载工况的结果。 

当分析结果可用时，可以作为模型的一部分，会用来进行设计。 

荷载组合 

ETABS 允许对任何已经定义的荷载工况或荷载组合进行组合构成的一个荷载组合，

可用任意的名称命名。定义一个荷载组合后，它将可以应用于模型中的每一个对象的分

析结果。 

有五种类型的组合： 

 线性相加（Linear Add）：所包括的荷载工况或组合的结果是相加的。 

 包络（Envelope）：所包括的荷载工况或组合的结果形成的包络图，以找到最

大值和最小值。 

 绝对值相加（Absolute Add）：所包括的荷载工况或组合结果的绝对值相加。 

 SRSS：所包括的荷载工况或组合的结果求平方和，再求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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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号相加（Range Add）：对于所包括的荷载工况和组合，正值相加得到最大

值，负值相加得到最小值。 

除了包络类型，荷载组合通常仅用于线性荷载工况，因为非线性结果通常是不可叠

加的。 

设计总是基于荷载组合，而不是直接在荷载工况上进行。用户可以创建一个仅仅包

括一个单一荷载工况的荷载组合。每一个设计规范都生成它自身的缺省的荷载组合，如

果需要，用户可以增补设计组合到这些默认组合中。 

设计设置 

ETABS 提供了以下集成的设计后处理器： 

 钢框架设计 

 混凝土框架设计 

 组合梁设计 

 组合柱设计 

 钢桁架梁设计 

 剪力墙设计 

 钢连接设计 

以上列出的前五个设计程序适用于框架对象，当运行分析时，程序为框架对象确定

了适合的设计过程。设计程序的选择是基于框架对象的方位、截面属性、材料类型和连

接性。 

剪力墙设计适用于那些标识过的对象如墙肢、连梁等。墙肢和连梁都可以由壳对象

和框架对象构成。 

钢连接设计会使用在连接首选项中的标准连接指定来确定梁-梁和梁-柱位置，使其

具有充足的传递能力。钢连接设计也包括对柱底板的尺寸设计和能力校核。 

对前五个设计后处理器而言，都有可供用户调整的一些设置，这些设置将影响模型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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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的设计规范可供每一种对象使用，例如，AISC-360-10 是用于钢框架，

EUROCODE 2-2004 用于混凝土框架，BS8110 97 是用于剪力墙的。 

 这些规范怎样应用到用户模型的一些首选项设置。 

 应当做设计检查的荷载组合。 

 将要共享相同设计的对象组。 

 对于每一个对象，都有可选的“覆盖项”值，以替代由程序选出的用于设计规

范公式上的缺省系数和参数。 

对于钢框架、组合梁、组合柱和钢桁架梁设计，ETABS 可以从用户定义的列表中

自动选择最佳截面。在设计过程中用户也可以手工改变这些截面。因此，每一个框架对

象可以有两个相关的不同截面属性： 

 一个前面分析中使用的“分析截面” 

 一个由当前设计而产生的“设计截面”。 

设计截面成为下一次分析的分析截面，重复的分析-设计循环将持续下去，直至两

个截面相同。 

包括在此描述的所有设置和设计截面获得的设计结果，都可以看作是模型的一部分。 

详图 

ETABS 提供了生成建筑施工文档的功能。通过首选项来设置：图纸尺寸和布局、

标注单位和标签、梁、柱、墙的钢筋型号等。生成的图纸可以通过“模型浏览器”窗口

的“详图”标签来访问，图纸包括： 

 封面 

 总体注释 

 梁柱截面 

 平面布置 

 柱表 

 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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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表 

 柱布置图 

 墙布置图 

 墙钢筋平面和立面 

输出和显示选项 

ETABS 模型和分析设计结果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查看和保存。包括： 

 模型的二维和三维视图 

 可定制化的用户定义报告 

 输入/输出数据值以纯文本格式、电子表格或数据库格式保存 

 分析结果的函数曲线 

 设计表格 

 层数据导出到 SAFE® 

 导出到其他绘图与设计程序 

命名的显示视图定义和函数图定义，都可作为用户模型的一部分来保存。结合组的

应用，用户在建立自己的模型时能极大程度地加快获取结果的过程。 

更多信息 

这章仅仅给出了 ETABS 模型一些基本部分的简要概述。用户可在 ETABS 图形用户

界面的在线帮助工具中找到更多信息，包括描述规范指定的设计算法的技术注释。这些

文件可从 ETABS 的 DVD 上得到，以 Adobe Acrobat 的 PDF 格式浏览，也可从程序中

执行帮助菜单获得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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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TABS 建模技术 

ETABS 提供一系列应用广泛的工具来帮助用户模拟大部分的结构系统和性能。这

一章将介绍一些可以使枯燥复杂的工作变得简易快捷的 ETABS 的技术。 

自动选择截面属性 

当创建一个钢框架或混凝土框架对象（框架，组合梁或桁架梁）ETABS 建模时，

不必为分析提供明确的初始构件型号，只要给任意或所有的框架对象指定一个自动选择

截面（auto-select section）属性即可。自动选择截面属性是一个截面尺寸的列表而不是

一个单一的截面尺寸。这一个列表包含了物理构件截面的所有可能的候选截面尺寸，可

以定义多个列表。举例来说，用户可以针对柱定义一个自动选择列表，另一个列表针对

楼板桁架梁，第三个列表针对钢梁和桁架。 

对于初始的分析，程序会选择自动选择列表中的中间截面。当分析完成之后，为某

一特定对象运行设计优化程序，在这个对象中只有自动选择截面列表中的有效尺寸才会

被考虑，并且程序会从列表中自动选择最经济、适当的截面。在设计优化阶段选择了一

个截面之后，如果设计的截面和先前的分析截面不同，那么分析必须重新运行。这个循

环必须重复直到分析截面和设计截面一致为止。 

有效使用自动选择截面属性可以节约为设置初始构件尺寸所耗费的时间。 

竖向荷载传递 

ETABS 为竖向荷载传递的计算提供有力的算法。竖向荷载可以是恒荷载、活荷载、

附加恒荷载以及折减活荷载等，如果需要，在恒荷载模式中可包括对象的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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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荷载传递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位于表示楼板平面的壳对象上的面荷载在分析模

型上的传递。ETABS 竖向荷载传递的分析中，对只具有膜性能的楼板类型面对象和具

有板弯曲性能的楼板类型面对象是不同的。下面描述了楼板类型对象的分析： 

 具有 deck 和 plank 截面属性的楼板类型面对象的平面外荷载传递：在这种工

况下的分析模型中，荷载或是沿着膜单元边缘传递到梁上，或是使用许多规则

和条件传递到膜单元的角点上（使用帮助菜单访问技术注释，可获得详细的描

述）。该荷载传递仅考虑 deck 或 plank 的跨度方向单向传递。 

 仅具有膜行为的 slab 截面属性的楼板类型壳对象的平面外荷载传递：在这种

工况下的分析模型中，荷载或是沿着膜单元边缘传递到梁上，或是使用许多规

则和条件传递到膜单元的角点上（使用帮助菜单访问技术注释，可获得详细的

描述）。该荷载传递考虑 SLAB 的两个跨度方向双向传递。 

 具有板弯曲行为的 slab（实体、密肋、带肋）截面属性的楼板类型壳单元对象

的平面外荷载传递：这种情况，楼板对象采用矩形有限单元来自动剖分成分析

模型，基于用户定义的最大单元尺寸。在所有对象位置、对象边界和轴线处，

自动生成额外的剖分网格线。通过添加轴线或具有 NONE 属性的框架对象，

然后指定它们包含在分析网格中，就能够在这些位置引入剖分网格线。对于具

有板弯曲行为的楼板对象，ETABS 利用双线性插值来传递楼板荷载到分析模

型中壳/板单元角点。 

仅膜和板弯曲的壳截面属性的内部网格，不会改变对象的数量和尺寸，这使得可以

在对象级别上进行简单修正和调整。 

对于在此讨论的荷载传递，程序将自动计算每一构件承受的附属面积以应用活荷载

折减系数。对于这些计算，各种规范相关的公式都有效，不过总是可使用用户指定值来

替代。 

壳荷载集 

有时期望基于使用类型（如走廊或办公室）来指定荷载。ETABS 提供壳均布荷载

集（Shell Uniform Load Sets）来满足由多个不同荷载模式组成的使用荷载，也就是说，

荷载集包含了恒荷载和活荷载模式。壳荷载集的指定与其他均布壳荷载是一样的，且是

附加到其他的指定荷载。壳对象只能指定一个壳均布荷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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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与地震侧向荷载 

侧向荷载可以按风或地震荷载的形式出现。程序会基于多种建筑规范的内置选项自

动以结构的尺寸和属性来计算这些荷载。 

对于刚性隔板系统来说，风荷载作用于每一个刚性隔板的几何中心。对于半刚性隔

板，风荷载作用于刚性隔板的每一节点上。模拟多塔系统时，每一层不止一个的刚性隔

板或半刚性隔板。 

通过使用规范相关的系数和地面振动周期，地震荷载由分布在结构上的楼层质量计

算而来。对于有多个质点的半刚性楼板系统，ETABS 有一个特殊的根据 Ritz 向量荷载

算法得出的荷载，用于快速自动计算卓越周期。地震荷载施加于产生惯性力的位置，而

不必一定要在楼层平面上。此外，对于半刚性楼板系统，惯性荷载在楼板的整个水平空

间范围分布，并且与质量的分布成比例，因此可以精确地获得整个楼板隔板产生的剪力。 

除了从基本反应谱分析到非线性时程分析外，ETABS 还具有多种动力分析选项。

由于规范相关的反应谱曲线被内建在系统内，因此一旦基本模型建立，转换成动力分析

通常是很简单的。 

节点区建模 

研究已经表明，不考虑模型中梁－柱节点区内的变形可能导致分析结果与建筑物实

际性能之间的显著差异。ETABS 在它认为会对梁柱连接处的变形产生一定影响时，允

许明确定义节点区的剪切行为。 

在数学上，节点区的变形可以使用附着在具有节点区尺寸的刚性几何体上的弹簧来

模拟。ETABS 允许节点区属性指定到梁柱相交处的一个点对象上。节点区的属性可以

使用下面四种方法中的一种来确定： 

 根据柱的弹性属性，由程序自动生成。 

 根据柱和叠合板的弹性属性，由程序自动生成。 

 用户指定的弹簧值。 

 用户指定的连接属性，如果执行一个非线性时程分析，工况中可能存在一个非

弹性节点区行为。连接属性也可以用来对梁-斜撑和柱-斜撑节点指定节点区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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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垛 

ETABS 提供了一个绘制选项来快速布置预先定义好的墙垛（wall stacks）。墙垛是

壳单元的集合，平面类似字母 C、L、I、E、F，单筒或多筒，或者是用户定义的一般形

状。墙垛集合可以含有门洞。每个墙截面的厚度和长度都可以分别设置，墙垛可以指定

到单层，一定范围的楼层、或所有楼层。 

活荷载折减 

某些设计规范允许对作用在由特定构件支承面积上的活荷载进行折减。ETABS 允

许活荷载在设计后处理器（不是在分析中）中使用时，对于框架对象（柱、梁、支撑等）

和墙类型面对象（由墙属性定义的壳对象）上活荷载可以折减。程序不允许楼板型壳对

象上的活荷载折减。 

ETABS 提供了许多活荷载折减选项，有些方法的活荷载折减系数（RLLF）受两个

最小值控制。一个最小值应用于仅接受从一个楼层平面传来的荷载的构件，另一个最小

值应用于接受从多个楼层平面传来的荷载的构件。程序为这些最小值提供了缺省值，但

是用户可以修改它们。值得注意的是，活荷载仅在设计后处理器中进行折减，在基本分

析输出中活荷载不进行折减。 

刚性和半刚性楼板模型 

ETABS 为模拟各种类型的楼板系统提供了三个基本选项。隔板可以是刚性的或半

刚性的（柔性的），或者可以根本不指定隔板。 

就刚性隔板模型而言，每一楼板假设为一个可以在平面内移动和绕垂直轴旋转的刚

体，前提是假定在楼板平面内无变形。建筑物刚性楼板的概念已经使用了许多年，它可

以作为一种在求解方程时提高计算效率的工具。因为刚性隔板假定使自由度的数目减少，

所以这一技术非常有效，特别是对于包含动力分析的结构分析过程而言。然而，这种方

法的不利之处在于，所求出的解不产生任何隔板剪切应力信息，或对位于楼板平面的水

平构件不产生任何轴力信息。 

这些限制对有支撑框架结构和有柔性隔板等情况的建筑物的结果有显著影响。在侧

向荷载的作用下，在这些楼板系统中产生显著的剪切应力，因此楼板模拟成半刚性隔板

是重要的，它使得在分析中包含隔板变形，并且可以得到支撑楼板的梁/支撑中的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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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对于 ETABS 模拟半刚性隔板的功能是一个很容易的步骤，并且在参数

化研究中刚性和半刚性性能之间的切换也很简单。事实上，ETABS 以它有效的数值求

解技术和基于物理构件的对象方法，使得许多原来采用刚性隔板的理由不再合适。 

ETABS 基于对象的方法允许自动建立半刚性楼隔板模型，每一楼板实质上是一个

楼板对象。具有开洞属性的对象可以放置在楼板对象上，在楼板系统中形成开洞。对于

大多数普通类型的楼板系统，即具有平面内膜性能的混凝土板、金属楼板系统和混凝土

厚板，楼板对象以及各自的开洞将自动转换为分析模型中的有限单元（参见上面的竖向

荷载传递章节）。对于其他类型的楼板系统来说，用户可以方便地为楼板对象指定剖分

参数，注意由于能够精确得到隔板的变形效果，所以剖分不必太精细。 

边束缚 

传统的有限元建模部分之所以耗费大量时间，部分原因是要在相邻对象的网格不能

吻合的过渡区域里建立恰当的网格划分——这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它总是发生在墙和楼

板之间的交界处。以往的通用程序在处理弯曲的墙与楼板、墙与坡道之间的剖分过渡时

有困难。 

然而在 ETABS 中，通过边约束自动保证相邻对象间的单元剖分协调一致，这个边

约束消除了用户对剖分过渡的担心。这些位移插值的边约束是作为有限元分析模型（在

程序内部完成）的一部分自动生成的，它们在出现不匹配的网格的相交处生成。因此，

类似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限单元的生成，用户不必担心 ETABS 剖分的协调一致性。 

围覆面 

经常需要对建筑的外表面施加风荷载。ETABS 提供了一个绘制选项使得自动生成

外部非结构的围覆面来施加风荷载。围覆面的布置可以用楼板外轮廓线、圈梁、圈柱来

定义。围覆面不会添加建筑的质量、重量和刚度。 

修正 

ETABS 允许为框架对象和壳对象指定修正系数。对于框架对象来说，框架属性修

正系数乘以指定的截面属性得到用于框架单元的最终分析截面属性。对于壳对象来说，

壳刚度修正系数乘以从指定截面属性计算而来的壳单元刚度。这两种修正系数只影响分

析属性。它们不影响任何设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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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修正系数用于限制构件行为的分析。举例来说，假定用户有一个由钢桁架支撑

的混凝土板，但是不想让板作为桁架的翼缘起作用，所有的翼缘力均由桁架顶部的桁架

弦杆来承担。使用一个壳对象修正系数，用户可以强制混凝土板只能承受剪力作用，因

此消除了混凝土平面内的“轴向”的性能，这样在桁架的垂直方向它就不会提供任何强

度和刚度贡献。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也要使用修正系数，例如模拟混凝土截面由于开裂，

需要折减截面属性，或者模拟侧向隔板行为以使楼板对象只传递剪力，并使弯曲力直接

由隔板弦杆承担。 

施工顺序加载 

在许多分析软件中都有这样的假设，直到结构完全建成它都不会承受到任何荷载。

对于活荷载、风荷载和地震荷载以及其他附加荷载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然而事

实上，在结构施工过程中，结构的恒荷载一直在起作用。换句话说，在上部楼板建成之

前，建筑物下部的楼板就已经受到恒荷载的应力作用。工程师们已经认识到了在上部楼

层中形成大量不真实的梁弯矩导致的不准确的分析结果，这完全是由于假设在结构建成

之时恒荷载瞬时出现所造成的。 

在许多情况下，尤其对于高层建筑，这种作用是累积的，最后的结构分析结果可能

会因为建筑物的施工顺序显著地改变。对于施工顺序荷载作用敏感的情形包括：具有不

均匀轴向变形的建筑物，采用临时支撑传递的桁架，以及桁架结构中的若干段已经建成

和加载而其他段正在安装等。 

ETABS 有一个选项，可以激活一个自动化的顺序施工荷载工况，程序使得结构的

加载如同逐层建造过程。通常对于恒荷载工况可以这样做，并且在设计阶段使用施工顺

序荷载工况与其他荷载工况进行组合。 

设计和位移率优化 

对于构件选择、应力检查和位移率优化，各种设计规范的算法包括构件轴向、双轴

弯曲能力的计算，相关规范设计荷载组合的定义，K 系数的评估，无支撑长度和二阶效

应，弯矩放大率，以及决定可接受性的利用系数。 

用户可以生成能量图，该图显示整个结构的构件单位体积能量的分布，有助于识别

在侧向荷载作用下对抵抗侧向位移贡献最大的构件。对于侧向位移控制来说，增加这些

构件的尺寸将会使添加的材料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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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户指定的任意楼层的任意点，针对基于侧向位移目标的侧向位移控制，

ETABS 提供了一个自动构件截面优化处理过程。侧向位移优化基于在此处提到的能量

法，程序按照在特定荷载工况下计算的单位体积能量数值成比例的原则，增加构件的尺

寸。 

截面设计器 

截面设计器（Section Designer）是一个内置工具，用来图形化地定义框架和墙的截

面。截面设计器允许创建由钢和混凝土材料组合的任意几何形状的截面。截面设计器随

后计算截面属性（例如，面积、惯性矩、扭转常数、截面模量等），用于分析和设计。

在截面设计器内可以显示混凝土截面的相关面和弯矩曲率图。 

更多信息 

本章阐述了 ETABS 提供的许多技术中的一部分，它们有效地模拟了与用户建筑结

构相关的系统和行为。用户可以在 ETABS 图形用户界面的在线帮助工具中找到更多信

息，包括描述规范指定的设计算法的技术注释。这些文件可从 ETABS 的 DVD 上得到，

以 Adobe Acrobat 的 PDF 格式浏览，也可在程序内执行帮助菜单获得这些文件。另外，

可从 CSI 网站 http://www.csiamerica.com 或北京筑信达咨询工程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sec.cn 上获得“Watch & Learn”看与学系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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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TABS 分析技术 

本章提供一个在 ETABS 中所使用的一些分析方法的纵览。所讨论的分析方法包括

P-Delta 分析、线性静力分析、模态分析、反应谱分析、时程分析、线形屈曲分析和非

线性分析。 

在运行一个给定的分析时，用户可能需要一个 P-Delta 分析，及多个工况的线性静

力、模态、反应谱、时程和屈曲分析。同时也可能需要多个工况的非线性静力和时程分

析。 

线性静力分析 

对于每个定义了的荷载模式，自动创建一个线性静力荷载工况。不同静力荷载工况

的结果可以进行迭加，而且可以与其他的线性荷载工况分析结果进行迭加，例如反应谱

分析。 

除了包括 P-Delta 效应之外，在线性静力分析中不考虑几何非线性与材料非线性特

性。 

P-Delta 分析 

P-Delta 分析选项考虑了结构构件的横向刚度上施加一个较大的压或拉荷载影响。

压力减小侧移刚度，而拉力则增大侧移刚度。这是一种称为 P-Delta 效应的几何非线性

类型。这个选项对考虑重力荷载对结构侧向刚度的影响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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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BS 2013 中的 P-Delta 分析考虑了结构在单个加载状态的 P-Delta 效应。使用下

列任意一种方法指定荷载： 

 基于荷载的迭代：作为一个指定的静力荷载模式的组合。例如，可能是一个恒

荷载模式加上一部分活荷载模式之和。这一方法需要进行迭代求解，以决定结

构上的 P-Delta 效应。 

 基于质量的非迭代：通过每层的质量自动计算出来作用于结构的每一层的荷载。

这是一种近似方法，但它不需要迭代求解。 

当用户选择 P-Delta 选项时，对于同一个分析运行，它会在所有的线性分析之前执

行。P-Delta 分析实质上修改了结构的特征，影响到所有后来执行的分析结果。因为引

起 P-Delta 效应的荷载同所有的线性分析情况是一样的，它们的结果可以在荷载组合中

迭加。 

最后，建筑规范通常考虑两种类型的 P－Δ 效应：第一种是由于结构的整体侧移，

第二种是由于构件端部之间的变形。ETABS 2013 可以模拟这两种行为。建议分析中考

虑第一种效应使用初始 P-Delta 选项，在设计中第二种效应使用相应的建筑规范弯矩放

大系数。ETABS 2013 中的设计后处理器就是这样进行的。 

非线性静力分析 

非线性静力分析有广泛的用途，包括：分析结构的材料和几何非线性、为后续线性

分析形成 P-Delta 刚度、执行静力推覆（Pushover）分析、研究阶段施工等。 

可以定义多个非线性静力分析工况，每个分析工况考虑一个荷载模式，指定为静力

荷载工况、加速度荷载和振型的线性组合。 

 P-Delta：P-Delta 分析选项考虑了结构构件的横向刚度上施加一个较大的压或

拉荷载影响。具有 P-Delta 承受重力荷载的非线性静力荷载工况，通常是其他

线性或非线性荷载工况确定初始条件的恰当选择。 

 大位移：大位移分析考虑了结构在变形位置的平衡方程。这意味着如果构件的

位置或方位发生改变，将考虑对结构的影响。 

 静力推覆：随着结构使用位移控制的推覆，监控非线性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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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施工：阶段施工允许用户定义阶段序列，可以添加和移除结构的某部分，

选择性地施加荷载到结构的某部分，同时考虑时间相关的材料行为。 

模态分析 

模态分析计算的是基于这个结构的当前单元刚度和质量的振型。这些振型可以用来

研究一个结构的性能，并且是后面要进行的反应谱分析与时程分析所需要的基础。 

有两种有效的振型分析类型：特征向量分析与 Ritz 向量分析。在一个单独的荷载工

况中，只能使用一种模态分析类型。模态分析总是线性的。模态荷载工况可以基于结构

完全无应力的刚度，或者基于一个非线性荷载工况结束时的刚度。通过使用非线性工况

结束时的刚度，用户可以评估 P-Delta 条件下的模态。 

质量源 

要计算振型，在模型中必须包含质量，ETABS 有下列几种方法确定和指定质量： 

 ETABS 基于对象的自身质量（在属性中指定的）确定建筑的质量以及用户所

指定的任意附加质量。这是默认的方法。 

 ETABS 根据用户指定的荷载组合来确定质量。 

 ETABS 基于对象的自身质量、用户所指定的任意附加质量，以及用户指定的

荷载组合，也就是把以上两种方法同时组合使用确定建筑的质量。 

通常，质量将定义在全部 6 个自由度上。但是 ETABS 有一个选项，允许在分析中

只指定整体坐标 X 轴和 Y 轴方向上的平移质量以及关于整体坐标 Z 轴的质量惯性矩。

如果在模型中不考虑垂直方向的动力分析，这个选项会很有用。另外，对于所有侧向质

量还有一个选项，它们不发生在此楼层平面上，而是集中在楼层平面之上和之下的质量

位置。这个选项主要用于消除跨越楼层之间的墙的非预期的平面外动力性能。 

特征向量分析 

特征向量/特征值分析用来确定系统中的无阻尼自由振动模态（振型）形状和频率。

这些固有振型提供很好的观察结构性能的方式。尽管强烈推荐使用 Ritz 向量分析作为

反应谱分析或时程分析的基础，但特征向量分析也可以用作这些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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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向量的振型由程序按照从 1 到 n 的编号顺序生成。指定要建立的振型数 N，程

序就会找到 N 个最低频率（最长周期）的振型。 

特征值是圆频率的平方。用户指定一个频率（圆频率/(2π)）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

生成振型。振型的生成是按照频率增加的顺序，而且尽管对于大多数的动力分析从默认

值 0 开始是适合的，ETABS 还是允许用户指定一个起始的“偏移频率”，在用户的建筑

受到高频率输入的影响时，例如机器振动的影响，会有很大帮助。 

ETABS 还在特征向量分析中提供一个选项计算残余质量（丢失质量）振型。这样，

在给定加速度荷载方向上的质量参与率少于 100%时，ETABS 尝试近似的高频性能。 

Ritz 向量分析 

ETABS 提供复杂的 Ritz 向量技术进行振型分析的功能。研究表明自由振动的固有

振型不是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振型叠加分析的最好基础。已证明了基于与荷载有关的

Ritz 向量的动力分析，可比使用同样数量的特征值/特征向量振型产生更精确的结果。 

Ritz 向量分析得出良好结果的原因在于，它考虑了动力荷载的空间分布情况，而直

接使用固有振型则忽视了这一重要信息。 

每个 Ritz 向量模态由一个振型和频率组成。当建立足够数量的 Ritz 向量模态时，

某些 Ritz 向量可能大致接近固有振型和频率。通常，Ritz 向量模态不能像使用同一方

法的固有振型那样表现出结构的本质特性，因为它与初始的荷载向量有关。 

类似于固有振型，可以指定要建立的 Ritz 振型数。另外，也需要指定初始荷载向量，

可以是加速度荷载、静力荷载工况或非线性变形荷载。 

反应谱分析 

对于反应谱分析，每个方向地震的地面加速度以数字化的反应谱加速度与结构周期

的反应谱曲线给出。此方法用来寻找和确定适合的最大反应而不是全时程的反应。 

ETABS 使用振型迭加法进行反应谱分析，同时还可能用到特征向量或 Ritz 向量。

通常情况下推荐使用 Ritz 向量，因为它们能在振型数相同的条件下给出更准确的结果。 

尽管可以在三个方向上指定输入的反应谱曲线，对于每一个响应量只会有产生一个

正的结果。响应量可以是位移、力或者应力。每个计算结果表示一个对于这个响应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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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幅度的统计度量。尽管所有的结果都表示为正，实际上响应可以认为是在从这个正

值到这个负值的范围内变动的。 

线性时程分析 

时程分析用来确定一个结构在任意荷载作用下的动力响应。ETABS 可以运行一次

分析求解任意多个线性时程工况，每个工况中施加的荷载以及所要进行的分析类型都可

以不同。有两种时程分析类型： 

 模态：程序采用标准的振型叠加法来求解整个结构的动力运动平衡方程。模态

可以用特征向量或 Ritz 向量模态，结构阻尼采用模态阻尼来模拟，也被称为比

例阻尼或经典阻尼。Ritz 向量算法比特征向量算法快，因此时程分析推荐使用

Ritz 向量。 

 直接积分：对整个运动方程进行直接积分。尽管振型叠加通常比直接积分更加

精确和高效，但当模态耦合或包含冲击类型的荷载时，直接积分的结果更好。 

非线性时程分析 

与线性时程分析一样，非线性时程也有两种类型： 

 模态：ETABS 中的非线性模态时程分析方法是对快速非线性分析（FNA）方

法的扩展。此方法具有极高的效率，用于结构体系主要是线弹性，但具有有限

数量的预定义非线性单元，比如具有基础隔震和/或阻尼器的建筑。 

 直接积分：对整个运动方程进行直接积分。尽管振型叠加通常比直接积分更加

精确和高效，但当模态耦合或包含冲击类型的荷载时，直接积分的结果更好。 

当使用适当的 Ritz 向量振型时 FNA 方法非常准确，而且在速度、对阻尼的控制和

高频振型效果等方面比传统的时间步方法更有优势。 

屈曲分析 

线性屈曲分析是在指定荷载集作用下，寻找由于 P-Delta 效应导致结构的失稳模态。

每个特征值-特征向量对被称为结构的屈曲模态，特征值称为屈曲因子，它是一个比例

系数，乘以此系数后的荷载将导致给定模态的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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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本章概括性地介绍了 ETABS 所提供的建筑结构的线性和非线性分析的主要技术。

用户可在 ETABS 图形用户界面的在线帮助工具中找到更多信息，包括描述规范指定的

设计算法的技术注释。这些文件可从 ETABS 的 DVD 盘上得到，以 Adobe Acrobat 的

PDF 格式浏览，也可从程序内执行帮助菜单获得这些文件。另外，可从 CSI 网站

http://www.csiamerica.com 和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sec.cn 上获

得“Watch& Learn”看与学系列影片。 

http://www.csiberke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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