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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MASS⑥预制墙板的结构

分析、设计以及现行标准要求

Kim E．Seeber P．E． F．PCI

[编者按] 预制夹芯墙板是预制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件。对采用THERMOMASS隔热系统的预制预

应力夹芯承重或非承重墙板的结构计算分析、设计及美国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做了较系统的论述，并提供

了计算实例供参考。

1 简 介

该文描述了THERMOMASS。墙板的基本组

分和关联的结构分析和设计，以及可用的标准

要求。

2 THERMOMASS@墙板的基本描述

典型的THERMOMASS衄墙板(见图1)，包括一

个钢筋加固的内层，一个挤塑聚苯绝热板和一个钢

筋加固的外层。两层混凝土和中间的绝热层使用特

别工程制作的纤维加固合成连接器

(THERMOMASSo MC或MS连接器——见图2)连

接在一起。这些墙板由预制工厂生产，通常很大。

此样例为10 700×3 000 Ilia。一般来说，它们的尺

寸只受到搬运，运输和吊装的限制。

i；I／
L‘■一。

|{基鼢。
{} (] 、

疆锄
-嚣=譬器·

图1 3D图

收甍日期：2008—09—15

42

图2 MC和MS连接器尺寸

3 THERMOMASS<o墙板的基础应用

THERMOMASS。墙板的制造使用了MC或MS

连接器，作为非承重或承重墙板。非承重墙板通常

为“挂板”。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THERMOMASSu

墙板可以作为拱肩使用。

挂板抵抗墙板表面平面上的正压力。这些力一

般由风或地震载荷引起，在一些情况下，由土壤或流

体引起。除了挂板类似的受力，承重墙还要承受重

力因为每个墙板都可以被设计来承受地板和屋顶。

附件1会用一个样例证明一块承重墙的完整分析和

设计。这一样例有特别的长度直径比来证明考虑次

要力矩影响的分析(P—A分析)。

4 THERMOMASS叼墙板的结构分析和设计

THERMOMASS∞墙板是作为非合成墙板来分析

和设计的。非合成墙板由结构层和非结构层组成。

这些通过绝热层分开的两层几乎完全互相独立。因

此，结构层为厚层。对于墙板表面的正压力，两层通过

弯曲分别独立的承受这些载荷。层之间的载荷分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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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层转动惯量和两层的转动惯量的相对比例决定。载

荷分配在样例中进行了例证。为了承受重力荷载(静，

动，雪等)，结构层为承重层，并且完全承受这些荷载。

从分析的角度看，层问独立的事实允许结构层

可以完全按照任何其他相同尺寸和荷载的混凝土墙

来对待。这些墙板使用正常成型的钢筋网或预应力

线进行加固，可以预拉伸或后拉伸。预拉伸墙板一

般用于高瘦墙板。预应力增加了弯曲开裂的抵抗

力。由于开裂后硬度的快速退化，普通实践通过在

墙板偏差处提供安全因数和其混凝土的破裂模数来

保证墙板不开裂。

非结构层完全通过MC或MS连接器由结构层支

撑。这一层同时使用正常加固钢筋，预拉伸线等进行

加固，这些加固只在结构层中，不会穿过结构层。

这些墙板的处理，运输和立板同正常预制板一样。

为使吊装装置有适当嵌入深度的结构层不够厚的情况

下，该层可以加厚，绝热层可以减薄，从而可以放置装置。

5 MC和MS连接器的细节

这些连接器位于典型的300 mm×625 mm栅格

中。但这一间距可以改变，对于特别环境，甚至可以

减少到200 mm×200 mmo

多变的绝热板厚度与300 mm×625 mill栅格相

结合，混凝土层允许很大范围的结构构造和应用。

使用这些300 mm×625mm标准栅格布置的优点

是两个栅格位于一个标准尺寸2 500 mm×600 mm的

挤塑聚苯板上(见图3)施工大样图展示了每个模板

使用编好号的预钻好孔的绝热板的最优排布，从而避

免了对于每块板都要进行连接器位置计算的步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THERMOMASS墙板可以被称为

“预先加工制作好的”墙板(见图4)。

“
MHⅢ≈∞㈣棚_岫

L‘∞-硝删 ■岫“■■唾KT∞9虹T溉筠联嘲们趟咖
”肿姒qt四蝴出蔓，∞7 F枷鲋"^棚
qD-、，日瞳o■螺呻■时嚆w目hI翻■覆

L瑚L'∞ ∞∞5a■“

1 #W FM
r

器

专声
。!：：：：：—— 譬

审审

霉 l
善

审审

罄

审耷 I瞄晰■％峨I■bot皿
l■EH，●EJ．T■4

1％m^--Kn
lP●●fl帕

l“m■t■_ at“¨IM《_Ⅲl ’

W，●0L—■^-t雌聃—O髓蕾，Ol丌

图3 隔热板上连接器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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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预制混凝土板中隔热板的固定和连接器孔位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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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工程的好处使工厂生产步骤高效，工人可

以简单的将编号的绝热板按照施工图放入模板中，

然后在钻好的孔中插入连接器。预先钻好孔的绝热

板不仅提供了墙板的绝热同时作为连接器位置准确

性的便捷模板。避免了人工误差。

6现行标准和试验要求

由于THEBMOMASS凹MC或MS连接器对于这

些绝热预制墙板的结构和热性能十分重要，这些连

接器进行了严格的材料测试。

2006年6月，美国的国家建筑标准权威，国际

标准理事会承认了建筑工业出现的连接器新型创新

技术，创立了新的标准，提供给所有感兴趣的团体一

个指导，来论证可用标准的性能特征符合标准中涉

及的验收标准。

该标准被称为AC320锚固于混凝土中的纤维

加固复合连接器验收标准，自2006年7月1日起生

效(见图5)。‘

AC320描述了一些标准，如ASTM大量严格标

准系列中要求的，复合连接器必须满足的条件从而

可以考虑接受或认可其作为已被国际建筑标准

2006和2003以及UBCl923认可的传统浇筑的钢锚

固的替代品。

这一标准涉及的ASTM标准系列和其他标准的

广泛范围的一些项目为：

1)连接器最小许可拉伸载荷和剪切载荷，包括

混凝土的锚固值。

2)连接器要求的周期荷载试验。

3)连接器的徐变试验。

4)制造误差。

5)连接器标识要求。

6)独立实验室试验要求。

7)实验报告步骤。

[注]本文的英文全文见论文集所附的光盘。

8)连接器材料特性的最低要求，比如抗拉能

力，弯曲弹性模量等。

9)连接器挠曲的限制，以及这些计算使用的

等式。

10)环境测试，比如连接器的耐碱性，高温下的

连接器性能，连接器的老化特性等。

11)要求的质量控制步骤。

12)人工安装步骤的要求。

可以合理预期，未来的几年，绝热预制混凝土墙

板在中国的使用会由于其高热能效和快速建筑循环

时间的特征开始被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重视而快速

增加。这样会伴随着不法经营者使用不正确的材料

而对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

发生，必须有一个规章系统。

这种保护的框架当然是中国预制标准。可以看

到，AC320文件的严格和范围在很多方式上可以作

为模型标准，可以被考虑成为标准中包含连接器设

计标准的模板。

另一份对THERMOMASS。非常重要的ICC文

件为ICC ESR一1746(一份ICC评估服务报告)，名

为THERMOMASSo对于整体绝热墙板的MC和MS

纤维加固复合连接器(见图6)提供了证明，证明了

THERMOMASSQ复合连接器已经根据AC320标准

的要求进行了试验测试，试验的证明文件保证了

ICC认可复合连接器可以作为浇筑钢筋锚固的替

代品。

证明提供了使用条件，物理和化学属性说明，拉

伸力和剪切力的许可设计值以及绝热板参数。同时

提供了连接器中拉伸力和剪切力合成的设计公式以

及由于使用荷载造成的连接器位移极限的决定。

目前，只有THERMOMASS叼复合连接器达到了

这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