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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荷载计算的一点认识
李黎明/中旭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风荷载的产生原理和特点
风荷载是建筑结构设计中涉及到的最常见作用
之一。对于一些高、长的柔性结构来说，风荷载经常
是设计的控制荷载，处理不当可能造成结构损伤或破
坏。因此，结构工程师对风荷载机理和特点应该建立
一个正确的认识。
风是由空气流动而形成的，流动的空气受到物体
阻碍就会在物体表面产生压力，对于建筑结构来讲这
种压力即是风荷载。其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风荷载大小与来流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根据风速可以由贝努利公式求出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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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荷载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同一个地点，
w0 

目前规范[2]按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对风荷载的计
算进行了区分，基本公式如下：
wk   z s z 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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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  gz s1 z 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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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公式分别用于主体结构计算和围护结
构计算，两个公式都是用静力等效的方法把复杂问题
简单化，在基本风压 w0 的基础上分别乘以相应系数。
其中，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μz、风荷载体型系数 μs 和局
部体型系数 μs1 主要与风的空间不均匀性有关；风振
系数 βz 和阵风系数 βgz 主要与风的时间脉动性和结构
阻尼特性有关。各参数的相关关系如图 2 所示（引自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陈凯博士的讲座演示文档）。

不同季节可能有不同风向。结构设计过程中，一般都
假定最大风速出现在各个方向上的概率相同，以较偏
于安全地进行结构设计[1]。
（3）风荷载具有时间上的脉动性。根据实测资
料可知，瞬时风速是随时间无规律地脉动的（图 1），
实用中常把风分为平均风和脉动风来分析。平均风是
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把风对建筑物的作用看成不随
时间而改变的量，考虑到风的长周期远远大于一般结
构的自振周期，虽然本质是动力的，但其作用性质相
当于静力。脉动风是由于风的不规则性引起，其强度
随时间按随机规律变化。由于周期较短，作用性质是
动力的[1]。
（4）风荷载具有空间上的不均匀性。同样风速，
不同体型和尺度的建筑物受到风荷载作用不同，且同
一建筑物各处分布也不均匀。文献[2]中的风载体型系
数和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即是这种不均匀性的量化。

图 1 风速时程曲线示意

2
与风荷载相关的规范规定
2.1 风荷载计算的基本公式

图 2 风荷载计算参数关系图

规范中区别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主要是考虑到
二者的刚度相对于脉动风的差异。在脉动风作用下，
结构一般都要产生振动，即为风振。主体结构由于刚
性较小，周期较大，容易在脉动风作用下产生共振效
应，故规范对此类结构要求计算风振的影响，对可只
考虑第 1 振型影响的结构，可以采用风振系数来近似
反映。而围护结构（幕墙、檩条以及屋面等构件）一
般刚性较大，可不考虑风振的影响，但由于脉动风的
存在，仍有阵风的脉动静力作用，因此规范中采用阵
风系数来反映。
2.2 新版荷载规范的主要修订内容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简
称《新荷规》）对风荷载做了适当修订，笔者在此总
结整理其中一些对设计影响较大的修订内容。
2.2.1 风荷载高度变化系数的调整
通常认为在离地面高度为 300~550m 时，风速不
再受地面粗糙度的影响，也即达到所谓“梯度风速”，
该高度称之为梯度风高度 HG。地面粗糙度等级越低，
其梯度风高度 HG 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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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荷规》主要考虑到我国城市近年来发展，尤
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型城市群的发展，城市
涵盖范围越来越大，使得城市地貌下的大气边界层厚
度与原来相比有显著增加。将 C，D 两类粗糙度类型
的梯度风高度由 400m 和 450m 分别提高为 450m 和
550m。B 类风速剖面指数 α 由 0.16 修改为 0.15，适当
降低了标准场地类别的平均风荷载。
总的来说，对于 4 类粗糙度《新荷规》均较 2001
版降低了风压高度变化系数。笔者整理了 4 类粗糙度
下新旧规范的高度变化系数对比，见图 3。从图中可
以看出，D 类在 300~500m 高度段降低尤其明显，高
度在此范围的超高层建筑按《新荷规》计算得到的风
荷载作用下变形将会显著减小。

建筑；2）高度超过 30m 且高宽比大于 4 的细长圆形
截面构筑物。
扭转风荷载是由于建筑各个立面风压的非对称
作用产生的，受截面形状和湍流度等因素影响较大。
建 筑 高 度 超 过 150m ， 同 时 满 足 H BD  3 ，
D B  1.5 ， TT1H

BD  0.4 的高层建筑（ TT1 为第 1

阶扭转周期，s；H 为结构顶部风速，m/s），宜考虑
扭转风振的影响。
高层建筑结构在脉动风荷载作用下，其顺风向风
荷载、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和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
一般是同时存在的，但 3 种风荷载的最大值并不一定
同时出现。因此《新荷规》第 8.5.6 条明确了风荷载
的 3 种组合工况。当某高层建筑需要同时考虑横风向
风振和扭转风振影响时，有风荷载参与的组合均应该
按表 8.5.6 进行折分，实际计算的组合数将大大增加。
2.2.3 阵风系数计算的变化
考虑到近几年来轻型屋面围护结构发生风灾破
坏的事件较多，《新荷规》中围护结构的阵风系数不
再区分幕墙和其他构件，统一按表 8.6.1 取大于 1.0 的
值。对幕墙以外的其他围护结构（如檩条、幕墙立柱
等），由于 2001 版规范不考虑阵风系数，风荷载标
准值可能会有明显提高。设计人员在审核幕墙公司等
施工单位的围护结构计算书时，应该对此加以注意。
3
大跨度柔性结构风荷载的处理
3.1 风荷载数据的获取
大跨度柔性结构一般对于风荷载比较敏感，其风
振响应和等效静力风荷载计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国
内外规范均没有给出一般性的计算方法[2]。《新荷规》
第 8.4.2 条明确了对于跨度大于 36m 的柔性屋盖结构
及质量轻、刚度小的索膜结构宜依据风洞试验结果按
随机振动理论计算风振响应。
风洞试验是风工程研究的一种试验手段，根据试

图 3 新旧规范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对比

验目的不同，可分为刚性模型风洞试验和弹性模型风
洞试验两类。刚性模型风洞试验主要用于测得结构表
面风压分布，如体型系数 μs，试验中不考虑在风的作
用下结构物的振动对其荷载造成的影响；弹性模型风
洞试验要求模拟出结构物的风致振动等气动弹性效

2.2.2 横风向、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的计算
《新荷规》对横风向和扭转风振进行了更明确的
规定。设计人员需了解什么情况下考虑横风向风振作
用，什么情况下考虑扭转风振作用。对体型简单规则
的建筑规范附录提供了简化计算公式，平面和立面体
型复杂的建筑宜通过风洞试验确定。
一般而言，以下两类建筑需要考虑横风向风振的
影响：1）建筑高度超过 150m 或高宽比大于 5 的高层

应，可得到风振系数 βz。弹性模型风洞试验由于成本
较高，难度较大，在实际工程研究中运用较少，设计
中需要的风振系数一般结合风洞测压试验通过数值
风振分析求得。
3.2 风洞试验报告的使用
风洞试验报告会给出每个测点的体型系数值或
平均压力系数（体型系数和高度系数的乘积），为了
按式（2）将风荷载输入计算模型，往往需要对试验
数据进行二次处理。这些处理包括上下表面数据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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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过少，以免因风压高度系数不连续而造成误差累
计。数据处理后，利用有些软件的风荷载施加功能（如
3D3S 的杆件导荷功能）可以将风荷载方便地分块转
化为节点荷载。

(a) 分区归并前体型系数极小值

（b） 分区归并前体型系数极大值

笔者认为目前风洞试验数据的模型输入是一个
非常繁琐的工作，数据归并处理仅是一种近似的方
法，未能把风洞试验的结果完全地反映到计算模型中
去，有可能造成设计浪费。文献[3]虽然通过自己开发
程序实现了测点数据到节点荷载的数字化输入，但由
于风洞试验数据目前没有统一的数据格式和标准，通
用性仍较差。笔者相信随着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发
展，风洞试验测得的数据一定能够完整、轻松地输入
计算模型，到那时设计出来的结构将更加经济合理。
4
结语
本文简要总结了笔者对风荷载计算的一些肤浅
认识和对《新荷规》条文的理解，多是概念性的陈述，
把握了这些基本概念才能使实际的设计工作更加游
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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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区归并后体型系数

分析[J].钢结构，2012，27(9): 30-33.

图 4 风洞试验数据的处理示意

和分区归并等，分区归并是将相近测点的数据进行人
为归并以达到简化模型输入目的。图 4 给出了某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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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屋盖结构风荷载体型系数分区归并前后的示意。需
要注意的是，当屋面高度变化较大时，归并的区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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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大层间位移下支撑的内力和变形进行了分析，分析了不

图 7 所示：9）套筒焊缝高出部分全部打磨平整，外观要求

同顶梁的约束条件对该支撑的影响、初始缺陷对支撑性能的

光滑平整；10）Q100LY 和 Q345 芯材对接前要预热，预热

影响、耗能段芯材强度变化对支撑性能的影响。

温度 150℃左右，层间温度不能大于 250℃，最终的预热工
艺与焊条选择需要焊接工艺评定后确定。
3

结论

钢结构尤其是空间网格结构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就职于中旭
http://www.lubanren.net，以博客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成长。

（2）采用半熔透焊缝时焊缝的受力性能及对整根支撑
的受力性能采用了通用有限元程序 ABAQUS 进行了分析。
（3）委托第三方机构评定焊接温度对无粘结材料的影

（1）建立了巨型屈曲约束支撑的 ABAQUS 模型，对

响，证实了该无粘结材料对支撑性能的影响的稳定性。
（4）对焊接工艺进行了细致的评定。
（5）对防止套筒滑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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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关屈曲约束支撑的更多信息可登陆 www.lankebrb.com。

图 7 套筒拼接顺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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