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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将于2019年11月21-23日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600

余家建筑工业化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将集中亮相，展示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下，行业

核心企业对于装配式智能建造在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

行业动态

BIC集结了全球建筑工业化与内装工业化领域

的顶尖品牌，重点展示建筑设计与软件、预制混

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预制构件生产流水线、

建筑模板、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建筑外围护、内

装系统与集成等。在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

上，通过现场展示，更多人可以零距离的感受建

筑业的工业化时代。

展会期间，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在建筑工

业化、智慧建造和智慧城市管理领域，集中展出

构力科技的建筑业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和应用。

作为我国最早进行建筑行业计算机应用技术

第八届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

1

开发的单位之一，构力科技在建筑设计软件领域潜心耕耘了三十余载，聚焦建筑全生命周期，

致力于提供基于自主BIM平台的建筑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实现设计价值和商业转型。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既2018年10月1日进行局部修订之后，

2019年11月再次发出局部修订征求意见稿，详细内容见:

https://mp.weixin.qq.com/s/s8Mian7zlRoUsI5nZ0CRFQ。

规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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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一月的到来，PKPM也迎来了硕果的丰收，全新版本的结构V5、装配式混凝土

PCV21和装配式钢结构PSV131已经与大家正式见面，PKPM钢结构接力Tekla接口软件也正式发

布，作为PKPM技术刊物的第四期，给大家最新版本的亮点功能让大家先睹为快。

软件动态

2

【PKPM —钢结构接力Tekla接口软件正式发布】

为充分发挥STS、PS和TEKLA

软件的优势，消除钢结构深化设计

中二次翻模的重复建模工作量，北

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优构图

公司合作开发“PKPM转Tekla”接口

软件，实现PKPM-STS和PKPM-PS

模型完整正确地导出到TEKLA中功

能，并集成在PKPMV5和PKPM-PS

程序上，如右图：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主编金新阳总，在“《建筑结构荷载规范》发展历程与最新进展”

一文中透露了相关信息。

1）规范体系有变化，“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名称可能成为历史

依据国家工程建设标准改革的整体部

署，荷载规范的内容将纳入到正在编制的

全文强制《工程结构设计准则与作用》

( 暂用名) 规范中。

2）分项系数要提高

房屋建筑的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分别由 

1. 20 和1. 35统一提高到1. 30; 可变荷载分

项系数由1. 3和1. 4提高到1. 4 和1. 5。

3）活荷数值要提高

公共用途类建筑楼面均布活荷载将作适当

提高，具体变化见下表。

表1：建筑用途活荷载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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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PM及PKPM-PS的钢结构模型可以

转换为Tekla钢结构深化模型，转换后的节

点组件可在Tekla中进行参数化修改，方便

深化设计调整。

所有结构构件可转换，包括构件截面

信息、材质等，所有节点设计结果，包含

螺栓、焊缝、连接板等。

“PKPM转Tekla接口软件”提供Tekla深

化插件，可快速完成门刚结构、框架结构、

管桁架结构、桥梁结构、石油化工等复杂

结构建模，给深化设计后期调整和修改提

供了更多的选择。

两大功能

【PKPM 结构V5—不可错过的实用功能】

独基提供自动调整功能 楼板增加自动设置力学模型

论文精选-消防车荷载
本文摘选自《2019结构设计疑难问题深度解析》中的《消防车荷载的正确输入计算及在 PKPM 软件

中的 实现》，作者刘孝国、褚凤根。(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00132；青海合臣钢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西宁 810000；)

快速批量化修改所有门窗洞口高度 优化钢结构节点大样图，一键出图

V5基础布置独基时，对不满
足的独基提供自动调整功能。

楼层高度变化后，可快速批量修改所有门窗洞口高度

V5楼板增加自动设置力学模
型功能：转换层、加强层、
裙房顶层、大开洞、考虑温
度效应等情况下程序自动设
置相应楼板为弹性模



PKPM技术刊物2019  

 

消防车荷载是一种特殊活荷载，相比普

通活荷载，其荷载本身太大，对结构构件的

截面尺寸、层高及经济性影响显著，与普通

活荷载相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设计软件

未提供消防车荷载工况之前，设计师采用普

论文摘要

4

通活荷载模拟消防车荷载，基本形成一定的配筋经验。但消防车荷载与普通活荷载在活荷折

减、重力荷载代表值及与其他工况组合等方面有很多不同。PKPM软件提供了单独的消防车荷

载的输入与准确计算，计算结果与按普通活荷载输入计算差异很大。结合规范中对消防车荷

载要求，详细剖析该类特殊活荷载，针对设计中应该如何使用设计软件正确实现消防车荷载

准确计算做详细介绍，并对按活荷载模拟消防车荷载与直接输入消防车荷载计算的 内力、配

筋结果差异大做细致的比对分析，让设计师清楚明白做消防车荷载作用下的结构设计。

规范对消防车荷载要求条文及解读

1.1 楼板板面均布活荷载的取值

 荷载规范5.1.1中第8项专门列出了消防车荷载，

如右图。对于住宅、宾馆等建筑物，灭火时以中型消

防车为主，当建筑物总高在30m以上或建筑物面积较

大时，应考虑重型消防车。

消防车楼面活荷载按等效均布活荷载确定，并且

考虑了覆土厚度影响。规范的荷载取值按楼板跨度为 

2m~4m的单向板和跨度为3m~6m的双向板。规范中

该等效荷载的计算中综合考虑了消防车台数、楼板跨

度、板长宽比以及覆土厚度等因素的影响，按照荷载

最不利布置原则确定消防车位置，采用有限元软件分

析了在消防车轮压作用下不同板跨单向板和双向板的

等效均布活荷载值。

荷载规范 5.1.1 表中第 8 项消防车

注释对消防车荷载做了特殊补充说明

根据单向板和双向板的等效均布活荷载值计算结果，规范规定板跨在3m~6m的双向板，

活荷载可根据板跨按线性插值确定。单向板楼盖板跨 介于2m~4m之间时，活荷载可按跨度

在(35~25)kN/m2范围内线性插值确定。

1.2 消防车板面荷载按照覆土厚的折减

荷载规范5.1.3对常用板跨消防车活荷载按照覆土厚度进行了相应折减，一般可在原消



PKPM技术刊物2019  

 

5

防车轮压作用范围的基础上，取扩散角为35度，以扩散后的作用范围按等效均布方法确定活荷

载标准值。计算折算覆土厚度的公式(B.0.2)中，假定覆土应力扩散角为35度，常数1.43为 tan35

的倒数。设计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实际的覆土应力扩散角θ，按公式(B.0.2)计算折算覆土厚

度，再按照表B.0.1的折算厚度及楼板板跨确定考虑覆土厚影响的消防车荷载折减系数，乘积可

以得楼板板面的等效消防车荷载。

顶板折算覆土厚度计算

考虑折算覆土厚及楼板跨度
对消防车荷载的折减

1.3 消防车板面荷载按照覆土厚的折减

荷载规范5.1.3中要求对于设计墙、柱时，规 

范表5.1.1中第8项的消防车活荷载可按实际情况考

虑；对楼板的所有效应计算属于简化和估算，将 

楼板等效均布荷载应用于梁、柱及墙等各类支承构 

件的所有效应计算，是一种近似。目前程序均按照

输入到楼板的等效荷载进行柱、墙的计算。

1.4 消防车荷载对于基础设计的影响

荷载规范 5.1.3 中明确要求设计基础时可

不考虑消防车荷载。

1.5 消防车荷载对于梁的折减

荷载规范5.1.2要求，设计楼面梁时，荷载对单向板楼盖的次梁和槽形板的纵肋应取0.8，对

单向板楼盖的主梁应取0.6，对双向板楼盖的梁应取0.8。

1.6 消防车荷载对于柱、墙的折减

荷载规范5.1.2 对墙、柱设计时消防车荷载可 按照实际情况考虑。也即不考虑对消防车荷载

下柱、墙进行折减。

SATWE 软件 V5 版对消防车荷载的正确处理

2.1 根据工程情况确定房间消防车荷载的输入值

假如某结构地下室顶板，柱距9mx9m，每个房间两道次梁，次梁形成的板跨度均为3mx3m，

地下室顶板覆土厚度为1m。考虑施工荷载等，输入这层所有房间的普通活荷载为 5kN/m2，然

后对可能存在消防车荷载的房间布置消防车荷载。消防车荷载的板面活荷载按照荷载规范差别

值为:35 kN/m2，然后按照荷载规范附录B计算，取覆土应力扩散角为45度，则得到折算覆土厚

为:1.43 *tan45 *1m=1.43m，线性插值查表得到3mx3m双向板折算覆土厚度1.43m时的折减系数

为:0.803。然后可以确定输入到消防车房间上的消防车荷载为: 0.803*35=28.105kN/m2。注意:布

置该消防车荷载的房间同时还布置了5kN/m2的普通活荷载。下图中左图为该地下室顶板均布置

了普通的活荷载的布置图，对于一些特殊的荷载工况，如消防车荷载工况等，在荷载补充中定

义（中图），右图为消防车可能存在的房间布置等效的板面消防车荷载28.1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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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全部布置普通活荷载 自定义工况中定义消防车荷载 布置等效消防车荷载值

2.2 消防车荷载下梁、柱墙的自动折减

对于板面上的等效消防车面荷载传到梁上需要进行折减，程序中提供了参数供设计师选择是

否折减（如下图），对于梁设计时消防车荷载的折减程序按照规范自动判断并确定折减系数，对

柱、墙消防车活荷载默认不折减，如果折减可直接定义折减系数。

2.3 程序对消防车荷载与普通活荷载同时存在时的正确处理

梁、柱墙设计时消防车荷载折减与否选择图

同时存在消防车荷载和普通活荷载程序处理

地下室的顶板有普通活荷载5kN/m2，同时有消防车

活荷载28.1kN/m2时，对于一块板上同时出现两种荷载时，

程序对消防车所在楼面的活载进行了特殊处理（如右

图）。相当于1情况的荷载布置等效为2与3两种情况的

叠加。程序处理时将消防车所在楼面的活载置零，活载

工况（包括梁活荷不利布置）不考虑消防车所在房间的

楼面活载。程序将计算三套活载工况，一套为楼板全部

布置普通满足活荷载，在程序中记为活荷载（LL）；第

二套为荷载中仅存在消防车荷载时产生的效应， 程序记

为消防车（XF1），即下图第2种荷载布置情况；第三套

荷载为消防车荷载房间荷载置0，其他房间作用活荷载

产生的效应，程序记为活荷载（LL_XFC），即下图 第

3种荷载布置情况，可以看到三套荷载的组合系数、分

项系数及重力荷载代表值系数等。

       软件在基础计算 时，对于读入基础的上部荷载处理，

会自动按照所 有房间均布置普通活荷载进行计算，即

程序按照右图的方式进行计算，对于1的情况自动按照4

的活荷载布置情况进行计算，并形成传给基础的荷载。

2.4 程序对消防车荷载与普通活荷载同时存在时对基础的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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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普通活荷载输入与直接输入 消防车结果差异分析

消防车荷载总结及设计相关注意事项

7

在之前模拟设计中如果房间中按照普通活荷 载方式输入了消防车荷载，就无法再输入普通

活荷载，按照活荷载输入房间的消防车荷载与按照消防 车荷载输入造成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1）消防车荷载的重力荷载代表值系数为 0；

2）消防车与地震作用、风荷载、温度荷载等不组合；

3）消防车荷载下梁弯矩不做调幅；

4）消防车荷载下不考虑荷载的不利布置；

5）不直接按恒荷载与消防车活荷载执行高规5.2.3-4控制梁跨中截面；

6）消防车下板的配筋、挠度及裂缝：内力与配筋按照恒载与消防车荷载计算得到，挠度与

裂缝计算考虑恒 载与普通活载准永久组合准确计算；

7）消防车荷载下的基础设计：基础设计不考虑消防车荷载。 

 PKPM 软件 V3 版本之后提供了消防车荷载的输入、局部消防车荷载的输入，程序能够按

照规范要求，对布置的消防车荷载完成消防车荷载的折减、 与其他荷载的组合、板的配筋计算

及基础中荷载的 正确读取等一系列工作，软件提供了完善的对消防车荷载的解决方案，但是在

设计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工作：

1）消防车荷载的输入需要考虑单向板双向板、消防车级别、覆土厚等按照规范查表，并进

行相应的折减后作为等效荷载以消防车荷载方式输入到板面中。

2）消防车荷载对梁、柱的折减通过参数控制， 如果选择梁折减，程序会按规范的要求进

行折减，不需要设计师人为指定折减系数；而柱的折减需要设计师指定折减系数或者默认不折

减。 

3）按照消防车荷载方式输入，消防车荷载的重力荷载代表值系数为 0，但在地震作用计算

的时要取本房间的普通活荷载作为重力荷载代表值统计。

4）布置的消防车荷载不做弯矩调幅，也不考虑活荷载的不利布置。

5）本层布置的消防车荷载会影响全楼，因此全楼所有的构件都会有消防车荷载这个工况，

记为消防车（XF1），并同时有活荷载（LL_XFC）。 

6）消防车荷载的组合仅仅与恒荷载组合，不与恒荷载以外的其他荷载组合，即不与地震作 

用、温度荷载、风荷载及人防荷载等一起组合。

7）消防车荷载与普通活荷载的折减不同，消防车荷载对梁的折减系数与普通活载差异很大。

8）消防车荷载下梁的跨中截面的按高规5.2.3-4的控制不用执行恒载与消防车荷载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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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板的内力计算与配筋设计按照普通活荷载输入基本一致，但是程序对于有消防车荷载

布置时可以允许指定塑性算法。但是对于板的挠度与裂缝 计算需要准确输入楼板面活荷载与消

防车荷载，程序可自动处理。

 10）按照普通活荷载输入消防车荷载与直接 按照消防车荷载输入两种情况对于梁、柱、墙

及板 等的配筋、挠度、裂缝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设计中应该按照准确的方式输入，同时输

入消防车荷载与楼板普通活荷载。

         11）基础设计时不考虑消防车荷载，程序对于直接输入了消防车荷载与普通活荷载的情况

，可自动读取房间的普通活荷载，正确的进行基础设计。

8

常见问题
• 标签：[消防车荷载]  消防车荷载的输入

      问：覆土厚度对消防车荷载的折减

      答：程序未自动考虑《荷载规范》附录D，用户需手动对覆土影响消防车荷载进行折减，以

折减后的等效均布荷载作为消防车活荷载标准值。

• 标签：[消防车荷载]  荷载组合

问：消防车荷载与其他荷载（作用）如何组合？

• 标签：[消防车荷载]  消防车荷载对板设计的影响

      问：消防车荷载对板设计的影响

      答：混凝土施工图中程序可以直接读取房间的消防车荷载与普通活荷载，并形成对应的

组合。在进行楼板内力计算与配筋设计的时候读取房间的消防车荷载，在进行挠度和裂缝验

算的时候会自动读取消防车房间的普通活荷载，如果有人防荷载的时候，程序也允许设计师

按 照塑性算法计算，并提供了相应的参数选项控制，如下图。

答：消防车荷载输入偶然荷载，程序在处理的时候

，对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系数默认取为0。对于消防车荷

载会形成如下图的多个组合情况。消防车荷载仅与恒

荷载一起组合，不与除恒荷载以外的其他组合组合，

如温度效应、地震作用、人防荷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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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消防车荷载]  局部消防车荷载布置及计算

      问：实际工程中，消防车荷载不是满布，按照消防车道某个范围进行布置，程序如何实现？

答：程序在荷载补充定义菜单栏里也提供了板面局部荷载及层间板的局部荷载的施加，选取

板局部荷载，定义好消防车道的长和宽，然后进行荷载的布置即可，程序对有消防车荷载的房

间,同样按照上述处 理原则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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