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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禄如

教授级高工、建筑钢结构专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中共党员，曾任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

总院副院长、中国京冶建设工程承包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中国钢结构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钢结构协会

专家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钢结构协会顾问、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钢结构》期刊编委会名誉主任。曾多

次参与和组织国内外重大钢结构工程设计和施工，在建筑构件标准化、高强度螺栓、钢蜂窝梁、住宅钢结构

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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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同行盼望己久的《钢结构设計标准》（GB50017）己发布实施，这是钢结构行

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回顾我国《钢结构设计规范》的发展过程，深感我国钢结构行

业发展的迅速和创新的不易，这是在建设部、冶金部及有关部委领导和帮助下，几代

钢结构设计规范编制起草人和有关设计、科研、钢结构施工和管理单位共同努力的成

果。

老一辈钢结构资深专家为钢结构设计规范标准的编写和修订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

是我们年轻的钢结构设计标准起草人的学习榜样。

我国《钢结构设计规范》的发展过程

50年代由于大规模建设工程的需要,建筑工程部于1954年颁布了规结-4—54《钢结构设计规范

试行草案》。该草案以前苏联1946年的规范为编制依据, 后因前苏联于1955年颁布了新 的钢结

构设计规范НйТУ12155,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决定采用以该规范代替规结-4—54,使该草案终未

正式使用。

60年代,我国为编制钢结构设计规范, 建筑工程部组织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同济大

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天津大学、冶金部、第三机械工业部、铁道部等有关设计院等单位

着手制订钢结构设计规范, 并于1964年完成讨论稿(第五稿) ,但后来遭到文革的冲击,未能获准颁

布。



70年代初,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下决心编制自己的国家标准规范体系。由冶金工业部组织北京钢

铁设计院会同清华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 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重

庆建筑工程学院、冶金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工程部北京建筑设计院等10余个单位抽调人员完

全脱产, 进行规范课题研究和编制工作。于1974年12月由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冶金工业部批

准和颁布了 TJ 17— 74《钢结构设计规范 》( 试行)，这是我国钢结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

1988年10月由建设部批准和颁布了 GBJ 17—88《钢结构设计规范》。74版规范颁布后, 由北

京钢铁设计院组织全国几十个单位对规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论和试验研究。经过10余年的

努力,获得了100多项有关规范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74版规范的全面修订。

2003年4月建设部批准并颁布了 GB50017—2003《钢结构设计规范》。自20世纪90年代以

来,随着我国钢产量的不断增加,建筑钢结构有了飞速的发展,对GBJ 17—88版规范提出了多方面

的修改要求, 1997年建设部发文要求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会同国内15家单位成立规范修订组,

负责对GBJ 17—88版规范作全面修改。

2017年12月12日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第1771号公告批准发布，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2017），自2018年7月1日起实施。这是以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主编单

位会同34个参编单位和6个参加单位经14年编写而成。2003年到2017年是我国钢产量名列世

界第一、钢结构行业得到高速发展、科研成果不断增加、设计和制作安装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十

余年。2017版钢结构标准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钢结构行业健康发展和技术进步。

 

从各版本规范可看出，钢结构设计规范遵从原苏联和欧洲体系，从许用应力法，到

极限状态法，到性能设计法也增加了很多我国自己的创新技术和科研成果，并与抗

震设计规范、组合结构设计规范相协调，给设计人员使用带来方便。



纵观我国钢结构设计标准的编制过程，总结编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十分必要。我认为
今后钢结构设计标准修订要思考以下几点：

1

要按照国家对标准体制改革的要求并结合本标准编制的经验和教训准备下一版设计

标准修改工作，明确钢结构设计标准的定位与目标以及与相关标准的分工协调等;  

2

应由国家有关部门选择适合承担编制工作的设计单位作为主编单位，要有配备专门

人才的工作班子和充分的工作条件; 

3

对各单位完成的钢结构科研成果由规范标准编制组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在标准中采

用，科研成果可实行有偿购买，设计标准不能成为成果汇编，既要有先进性科学

性，更要突出实用性可操作性; 

4



要研究解决编制组的费用来源和使用有关办法，包括国家拨款，协会、企业、个人

出资等。

 

我们将在7月推出以“新钢规十五年”为主题的专栏，多名参与《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2017）编制工作的专家们将齐聚钢结构公众号

（id:steel_construction）进行全面解读，敬请期待！

同时，我们的微店也已上架新版的《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您可以

通过以下链接购买（点击图片）：



【新钢规十五年】石永久：钢结构连接和节点设计方法新进展

钢结构的连接和节点设计是影响钢结构体系安全性的关键环节，世界各国在制定钢结构设计和施工技术
标准时都设置了专门的章节对连接和节点设计做出详细规定，《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EC3甚至设置一
个独立的分册EC3 part1.8来全面规定钢结构连接和节点的设计要求。
 
我国新版《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有三章内容专门针对钢结构的连接和节点的计算方法、构
造要求、施工质量等设计要求做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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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17-2017的第11章“连接”详细规定了焊缝和螺栓连接的构造要求和强度计算内容；第12章“节点”规

定了框架钢结构、桁架钢结构和空间钢结构的典型节点的构造要求和部分计算内容；第13章“钢管连接节

点”规定了直接相贯焊接的圆管、方（矩）管节点的构造要求和承载力计算方法。这些设计规定以非抗震设

计要求为主，同时考虑了动荷载和疲劳荷载的影响。

与GB50017-2003相比，新版标准GB50017-2017在进⼀步完善连接和节点设计要求⽅⾯充分吸收了过去⼗

⼏年我国在钢结构领域的研究、设计和⼯程应⽤的新成果和新技术，借鉴了国际通⾏钢结构设计标准的先

进经验和做法，更加强调了标准条文的系统性和适⽤性，便于⼯程师在进⾏钢结构设计时准确理解、掌握

和合理运⽤。



GB50017-2017的第11章“连接”共有7节42条，在编制过程中特别强调了连接设计构造要求的重要性，在继

承GB50017-2003主要连接设计条文的基础上，新增和补充了较多的构造要求条款。11.1节“⼀般规定”细化

了焊缝和螺栓连接的应⽤范围、焊缝的质量等级要求，特别理清了部分⼯程师在确定对接焊缝质量等级要

求时的模糊认识；11.3节和11.5节分别给出了焊缝和螺栓连接的各项构造要求。

GB50017-2017新增加的11.6节“销轴连接”和11.7节“钢管法兰连接构造”也是以构造规定为主。这些构造要

求的规定主动引导了⼯程师在进⾏连接设计时要在优先满⾜构造要求的基础上再进⾏连接的强度验算。

GB50017-2017的第11章“连接”中新规定了采⽤⼤圆孔或⻓槽孔的⾼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的构造要求和计算

⽅法，这些新的孔型要求有助于调整钢结构螺栓连接施⼯偏差的不利影响，对于扩⼤⾼强度螺栓连接和装

配式钢结构的应⽤范围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第11章“连接”还进⼀步规范了“塞焊缝”、“槽焊缝”和“断续焊

缝”的构造要求和计算⽅法，可有助于发挥焊缝连接的优势，进⼀步减少焊缝连接的不利影响，⼯程师应积

极借鉴和合理运⽤。



GB50017-2017对连接和节点设计规定充分考虑了我国钢结构⼯程应⽤和实践的要求，体现了标准的先进性

和适⽤性，为⼯程师更加安全合理、经济适⽤地设计钢结构提供了更加完整和可靠的科学依据。

 

下一期将为您带来余海群老师对新钢规的解读：

《新钢规——从计算长度法到直接分析法》，敬请期待！



【新钢规十五年】王立军：GB 50017-2017《钢结构设计标准》简
述

7月5日钢结构

javascript:void(0);


我国的钢结构设计规范是随着建筑钢结构的应用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经历了74钢规（TJ 17—74 《钢结构设

计规范》）、 88钢规（ GBJ 17—88《钢结构设计规范》）和03钢规（ GB 50017—2003 《钢结构设计规

范》）以及最新修订并于2018年7月1日实施的新版钢规GB 50017-2017《钢结构设计标准》（简称“17钢

标”）。

 

17钢标的修订，除对03钢规的条文进行必要的修订、增补之外，主要完成了下面两项工作：

1 

形成设计规范。 03钢规及以前的钢规，基本上属于母规性质，即主要用于规定钢材强度和构件验算，缺乏
对结构体系层面的设计规定和结构抗震设计内容，不能直接成为用于设计的结构规范。
本次修订加入结构体系和抗震设计内容，使17钢标能够直接用于常用钢结构体系的设计。

2

引入用于钢结构稳定设计的直接分析法，并与欧标、美标、中国香港钢规的直接分析法保持同步，使钢结构
的稳定设计更安全、更经济。



1　各章主要内容

📌 1.1 第 1 章：总则

17 钢标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和一般构筑物的钢结构设计。经过历届编制人的努力，钢规已成为钢结构业内

专业最权威、应用最广泛的规范。因此本次钢标的修订也力求在房屋之外的其他领域，如铁路、公路、港

口、水利等方面解决技术层面的共性问题，以促进钢结构行业的发展。 

 

📌 1.2 第 2 章：术语和符号

明确了无支撑框架、强支撑框架的定义，规范了支撑结构、框架－ 支撑结构体系，增加了用于抗震设计的构

件塑性耗能区的定义。

📌 1.3 第 3 章：基本设计规定

给出了钢结构两种地震工况的验算方法，即 GB 50010—2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简称“抗规”）的多遇

地震设计法和17钢标的设防烈度地震设计法，后者具体验算方法见第17章。这就指明了钢结构的抗震设计既

可以按抗规的方法，也可以按第17 章的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

 

截面板件宽厚比是为第 17 章抗震设计准备的基本资料，可以说这是中国规范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板件宽厚

比。

 

对于欧规的 S1—S4 截面，17钢标将压弯和受弯构件的截面分成 S1—S5 五类截面。17钢标S1 、S2 为塑性

截面，S4 为弹性截面，S3 为中国规范特有的考虑一定塑性发展的弹塑性截面，S5 为薄柔截面。

 

📌 1.4 第4章：材料



17 钢标将材料独立成章，为今后新材料的应用做准备。本次虽仅增加了 Q460 和 Q345GJ 两种钢材，但做

了大量工作。以可靠性指标为基础，通过大量构件的几何不定性、材料不定性和计算模式不定性的试验分析

和现场构件数据统计工作，并结合以往钢规的计算模式不定性成果，得到了本次用于修订的抗力分项系数。

应当看到，经过十几年钢结构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建筑用钢质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抗力分项系数的角

度讲，并不尽如人意。由于材料不定性中屈服强度的变异系数的增大，使得本次修订得到的抗力分项系数有

所增大：Q235 由 1.087 增大到 1.090， Q345—Q420 由 1.111 增大到1.125～1.180（不同板厚）， 新增

Q460 钢的抗力分项系数为1.125 ～ 1.180（不同板厚）。

 

对于目前的抗力分项系数计算方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求解麻烦，需要做大量的试验和检测工作，这也

限制了作为规范引进新钢种的速度。二是抗力分项系数的统计方法使其极大依赖钢材屈服强度的离散程度，

每次统计值都不稳定。考虑到抗力分项系数在 1.1 左右，因此可以参照欧美的做法，比如规定抗力分项系数

为 1.1，然后反推对钢材强度的离散性要求。如采用这种方法可大大简化抗力分项系数的确定过程，方便引

入新钢种。

📌 1.5 第5章：结构分析与稳定性设计
本章为直接分析法。作为一阶弹性分析与计算长度法的一个替代方法，直接分析法已纳入欧美、中国香港规

范，并有取代前者成为钢结构稳定计算方法的趋势。 

 

一阶分析方法依赖于计算长度，03 钢规的计算长度系数是在特定条件下推导出来的。实际上，构件的计算长

度与结构体系、荷载情况、约束条件均有关系，并不是一个定值。直接分析法准确考虑结构计算的诸多因

素，并引入结构和构件的初始缺陷和残余应力，将稳定计算统一到原本的强度计算上来。



从试设计及欧美相关的研究来看，P－Δ－Δ０二阶分析从工程角度看效果会更好一些。在此基础上，以计算

长度系数为 1.0 进行构件的稳定性计算，避免了计算长度系数确定的诸多难题，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P－Δ

－δ（含Δ０、δ０ ）直接分析法由于具体操作时δ０ 的取法不便，使得此方法在实际应用上会遇到一定的困

难。

 

应当看到，二阶效应法和直接分析法因为要直接考虑二阶效应，因而不能用传统的线性分析方法进行，需采

用迭代方法进行几何非线性求解。而对于直接分析法，如何编制一个高效的非线性计算软件直接决定了这种

方法的应用前景。目前，香港地区的 Nida 软件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直接分析法还可以应用于地震工况的计算，这时应采用时程法进行考虑几何非线性的结构动力弹性或弹塑性

分析。

 

📌 1.6 第 6～8 章：构件的受弯、轴心受力和压弯拉弯
构件的受弯、轴心受力和压弯拉弯是传统章节。03 钢规已很好完成了这三类构件的设计和计算方法，本次修

订没有做大的调整。

 

将有支撑框架分为强支撑结构和弱支撑结构，是 03钢规的一个创新。考虑到实际应用情况很少设计成弱支撑

框架，因此这次取消了该类框架。另外，强支撑框架的判别式过于理论化，争议较多，这次做了系数的调整

但仍加以保留。随着二阶分析计算方法的普及，建议今后采用二阶分析法或直接分析法进行钢结构稳定设

计， 这时计算长度系数取 1.0。



📌 1.7 第 9 章：加劲钢板剪力墙
纯钢板剪力墙作为一种性能良好的水平受力构件，与支撑相比有其独特的适用性。考虑到钢板的稳定问题，

这次仅引入带加劲肋的钢板墙。目前国内应用钢板墙的典型工程是320 m 高的天津津塔，但其对施工安装要

求较高，目前钢板墙并未得到大量应用。 

 

📌 1.8 第 10 章：塑性及弯矩调幅设计
塑性设计属求结构极限承载力问题，具有理论依据，但作为设计方法缺少可靠度方面的论证。17 钢标采用弯

矩调幅设计方法，具有塑性设计含义，且从概念上易为设计者所接受。 

 

对超静定梁可以进行调幅，包括框架梁和连续梁。对于地震工况，只允许对重力荷载进行调幅。

 

📌 1.9 第 11 章：连接
将连接独立成章，对各种钢结构连接进行梳理，并为今后该章内容的发展打下基础。 

 

17 钢标连接的计算式沿用 03 钢规，没有做大的调整。近年来在海外项目的工程实践中发现，我国有些强度

指标如高强螺栓的预紧力、抗剪承载力等较国外标准低不少。这方面属于基本性能的研究。考虑到 03 钢规

的指标很多是来源于 88 钢规乃至 74 钢规的数据，而当时情况下钢材的强度、施工水平等与现在不能同日

而语。因此今后有必要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对这些公式进行梳理和修订。



📌 1.10 第 12 章：节点
节点独立成章，也是为以后对节点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打基础。在柱脚一节，将外露式、外包式、埋

入式和插入式柱脚进行了系统梳理，便于设计人员选用。特别是着重介绍了已广泛用于冶金厂房的钢结构插

入式柱脚，可以为其他行业的应用所借鉴。 

 

📌 1.11 第 13 章：钢管连接节点
钢管结构的广泛应用使得需要对其相贯节点的设计进行全面研究，包括圆钢管和矩形钢管。 

 

相贯节点因其受力机理的特殊性，难于像钢结构的其他强度验算一样，由一个理论公式考虑各种因素推出实

用公式，而是基本基于试验得到。

 

在全面进行相贯节点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的基础上，17 钢标提出了一整套非加劲的节点承载力计算式。承载

力公式综合考虑了节点屈曲、屈服、支杆强度等因素，是以试验为依据的，为管桁架强节点弱杆件的设计提

供了保证。 

 

对于交错搭接节点中被搭接支杆不易施焊的情况，17 钢标也做了详尽分析，给出了诸如低烈度抗震区可不施

焊的建议。 

 

对于不满足节点承载力要求的非加劲相贯节点，可以采用设置加劲肋的方法处理。

 

📌 1.12 第 14 章：钢与混凝土组合梁 

考虑混凝土与钢梁的组合作用能节省用钢量。本章的组合梁强度计算按塑性理论，挠度和连续梁端部裂缝计

算按弹性理论。前者考虑混凝土开裂的刚度折减，后者考虑弯矩调幅作用。 

 



组合梁按栓钉的抗剪能力分为完全抗剪组合和部分抗剪组合。前者的栓钉数量能完全承担混凝土与钢梁界面

的剪力传递。基于此，推导出完全组合梁和部分组合梁的正弯矩区和负弯矩区的承载力计算式。从正弯矩区

的位置可以看出，这套塑性计算式适用于非地震区，因此更加适用于次梁（包括简支梁和连续梁）。另外，

第 6 节给出了按完全抗剪连接得到的混凝土梁纵向传递栓钉抗剪力的计算式。

 

可以看到，组合梁的计算基于塑性理论，是一个完整体系。在应用时要特别注意适用条件，合理应用。

📌 1.13 第 15 章：钢管混凝土柱及节点
考虑造价等原因，用钢管混凝土柱代替钢柱已成为一种常规做法。因此 17 钢标将钢管混凝土柱作为一种常

规构件列入。这种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及相关构造要求见其他有关规范、规程、标准。

 

📌 1.14 第 16 章：疲劳计算及防脆断设计
疲劳计算适用于应力循环次数超过 5 万次的情况。17 钢标采用 S-N 曲线以应力幅考虑疲劳问题，分两个步

骤判断构件的疲劳。第一步进行初步判断，以 1亿次的疲劳截止限值进行验算。如果不满足，对常幅疲劳，

按应力循环次数分段验算；对变幅疲劳，按折算幅进行 200 万次容许应力幅验算。 

 

低温冷脆是钢材的特征之一。在中国寒冷地区近年来也曾发生了多起因钢材低温脆断的结构事故。17 钢标要

求低温情况下（一般为－20 ℃以下）应进行防脆断设计，并从构造上给出了具体要求。对于具体的防脆断计

算方法，如断裂力学和损伤力学方法，需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加以引入和完善。

 

📌 1.15 第 17 章：钢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钢结构抗震性能好，不仅仅表现在材料延性好，还在于它的地震作用小。因此，如何将钢材的强度和延性合

理地进行组合搭配，即采用高延性、低承载力或低延性、高承载力的结构，是钢结构抗震设计的关键。

 

17 钢标采用以抗震设防烈度为基础的钢结构抗震设计方法，采用性能系数考虑结构的承载力与延性关系，以

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考虑构件的延性。对钢框架结构、支撑结构、框架－支撑结构的抗震设计做出了全面系

统的规定，使以性能系数和构件延性为基础的设防烈度抗震设计方法走向应用。

 



采用基于性能的钢结构设防烈度抗震设计方法进行抗震设计，对于高烈度区的高层结构，采用低承载力高延

性的设计方法，以结构和构件的延性耗能抵抗强震作用，使结构设计更安全。对于低烈度区的低层结构，采

用高承载力低延性的设计方法，利用地震作用小、不为控制设计工况的特点，降低构件的延性要求，使结构

设计更合理。

📌 1.16 第 18 章：钢结构防护
钢结构防护含抗火设计、防腐、隔热。 

 

钢结构的抗火设计，与 GB 51249—2017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相联系，后者采用抗火性能化设

计，使防火设计更趋于合理。

 

钢结构防腐蚀设计，要根据使用环境和维护条件等因素，采用可行的防腐蚀方法，包括涂料、耐候钢、阴极

保护、镀锌铝等。

 

钢结构的隔热设计，要将高温环境作为一种持久工况，对高温下钢结构进行隔热保护或考虑高温下材料性能

的降低进行结构设计。

2　结　语

     综上，17 钢标的推出，使钢结构的设计更加趋于先进、实用、合理，更加国际化，不仅会继续为我国的钢结构

事业保驾护航，还会在我国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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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将为您带来石永久老师对新钢规的解读：

《钢结构连接和节点设计方法新进展》，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