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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索杆预张力结构缺乏有效的连续倒塌发展机理及各类杆件在连续倒塌过程中的重要性

评价方法，文中结合某具体工程案例、基于 ANSYS/LSDYNA 分析平台、采用全动力等效荷载瞬时卸
载法动力分析方法，研究了移除不同构件引发的连续倒塌全过程动力响应及倒塌模式，提出了基于倒
塌模式的杆件重要性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构件移除前后的节点位移引入了杆件重要性系
数指标，进一步探明了各类杆件重要性系数与其杆件重要性类别及移除该杆件引发的相应倒塌模式
的关系，最后分析了各设计参数对结构连续倒塌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1）移除不同杆件将产生不
同的动力响应和倒塌模式，其中移除内环索和外环索后动力响应最大，拉力环上弦次之，其余杆件动

力响应较小；
（2）各杆件具有的不同的杆件重要性系数，外环索、内环索的杆件重要性系数超过 0.18，
移除此类杆件将会导致结构产生连续倒塌，属于关键杆件；拉力环上弦的重要性系数在 0.18～0.07 之

间，移除此类杆件将会导致结构产生局部连续倒塌，属于重要杆件；其余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均在 0.07
以下，移除后不会产生连续倒塌，属于普通杆件；
（3）预应力水平、杆件截面积及环索半径、压杆长度等

设计参数对结构抗倒塌能力的影响不明显，而结构榀数变化对结构各杆件重要性系数及结构倒塌模
式影响较大。
关键词：索杆预张力结构；连续倒塌；动力响应；杆件重要性；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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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literature lacks both effec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the
progressive collapses and the importance evaluation method for evaluating different types of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progressive collapses of flexible cablestrut tensile structures，a specific engineering case based on the
ANSYS/LSDYNA analysis platform was studied and the dynamic analysis method for the instantaneous unloading

of fullpower equivalent load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dynamic responses of the wholeprocess progressive

collapses and the collapse modes of the structural collapses resulted from the removals of elements were studied.
Following this，the method for element importanc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collapse modes was proposed，and
the importance coefficient index was introduced after making comparisons of the node displacements befo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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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removal of the elements.Furthermore，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mportance coefficients of various types
of elements and the element importance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llapse mode caused by the removal

of each element were further verified. Finally，the influences of design parameters on the structural performance of

progressive collaps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1）The removals of different elements produced
different dynamic responses and collapse modes. The removals of inner hoop cable and outer hoop cable produced
the largest dynamic responses，followed by the removals of top hoop cable and the remaining elements resulted in

least dynamic responses.（2）Each element bore different importance coefficient. The importance coefficients of
outer hoop cable and inner hoop cable exceeded 0.18. The removals of these elements would lead to the progressive
collapses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y were the key elements. The importance coefficients of top hoop cable ranged from

0.18 to 0.07. The removal of these types of elements would generate partial structural collapses ，and they were
important elements. As the importance coefficients of the remaining elements，were all below 0.07，the removals of the

aforementioned elements would not cause progressive collapses，and they could be classified as common elements.

（3）Design parameters such as prestress level，cross section of the elements，radius of the hoop cable and the

length of compression barshad little influences on the anticollapse cap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The number of the
cablebarunits generated significance impacts on the importance coefficient and collapse mode of each structural
element.

Key words：cablebar tensile structures；progressive collapse；dynamic response；member importance analysis；
parameter analysis

引言
索杆预张力结构是一种由拉索和压杆为基本单元、通过张拉成形的柔性结构体系。由于充分利用拉索
的高强性并通过调整结构预应力分布优化结构刚度分布，使得结构具有承载性能好、跨越能力强、构造轻盈
等诸多优点，在实际工程中广泛应用。与此同时，由于该类结构冗余度低，当遭受风雪超载、爆炸冲击等突
发状况或是其他意外干扰时，容易产生连续倒塌［1－3］。因此深入分析该类结构抗连续倒塌性能，提高结构抵
抗连续倒塌破坏、不发生不相称破坏的能力对于进一步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结构连续倒塌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框架结构体系，针对空间大跨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原因
是基于对网架网壳等传统空间大跨度结构具有较高超静定次数的普遍认识，认为单根杆件的失效不足以显
著削弱整体结构的承载能力储备。然而索杆预张力结构不同于网架网壳等具有高次超静定构件的传统大
跨结构，其冗余度低、对施工误差等意外干扰敏感，在超载或是意外干扰作用下容易出现倒塌事件。因此需
要进一步开展符合索杆预张力结构自身特点的连续倒塌机理分析、评价各类杆件在抵抗结构不发生连续倒

塌过程中的作用及基于结构抗连续倒塌的优化设计研究。国内外何键［4］、王化杰［5］、区彤［6］、TLAN［7］、贺拥

军［8］等学者采用生死单元、瞬间移除构件、瞬时加载法等技术模拟断索，分析了各类索穹顶结构发生局部失
效、断索后的结构杆件内力变化和节点位移响应。陆金钰等［9］、江晓峰［10］等基于 ANSYS/LSDYNA 软件分析
了索杆张力结构、张弦梁等结构发生局部失效或断索后结构的动力响应和倒塌过程。蔡建国等［11］以新广州
站索拱结构屋盖体系为对象，采用变换荷载路径法分析了结构抗连续性倒塌性能。曾滨等［12］采用考虑结构

初始状态的等效荷载卸载法模拟张弦桁架拉索失效分析了 4 种布索方案下关键索失效后结构的动力响应及
抗连续倒塌性能。总的来说，张力结构局部失效、断索引发的内力、位移等响应分析及倒塌现象研究已逐步

展开，但更多基于出现索松弛退出工作、局部大变形大位移等定性描述，并没有深入分析倒塌发展机理、各
类杆件在抗连续倒塌过程中的重要性评价等。

鉴于此，文中结合国内某具体工程案例、基于 ANSYS/LSDYNA 分析平台、采用全动力等效荷载瞬时卸

载法的显式动力分析方法，分析该类结构因局部构件失效引发的连续倒塌全过程内力、位移及能量响应，明
确其失效模式和倒塌机理，评价各类构件在抗连续倒塌过程中的重要性，探明杆件截面、结构形状等设计参
数对结构抗连续倒塌影响规律进而提高该类结构抵抗连续倒塌的能力，因此具有一定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工
程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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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型与计算方法
基本模型
内蒙古伊旗全民健身体育中心屋盖采用柔性索杆张力结构——肋环型索穹顶结构，跨度 71.2 m，矢高

5.5 m，矢跨比约为 1/13，环向 20 等分，设计荷载 0.4 kN/m2。结构共设置两道环索，中心设置拉力环，整个结

构固定铰支于周边刚性受压环梁上，结构模型、平面和剖面如图 1 所示，各构件截面参数及初始预应力如表 1
所示，其中拉索、压杆弹性模量分别为 160、206 GPa。

图1

Table 1
构件类型
截面面积/mm

Cable dome structure

初始模型构件参数及初始预应力值

Parameters and initial prestress of initial model elements

外斜索 中斜索 内斜索 外脊索 中脊索 内脊索 外撑杆 中撑杆 内撑杆 外环索 内环索
2

预应力/kN

1.2

表1

Fig. 1

索穹顶结构

内拉力 内拉力
环上弦 环下弦

2 490

853

605

1 840

1 360

853

7 800

4 670

4 670

7 470

3 320

3 320

3 320

466.6

208

105.9

682.2

473.1

370

－158

－70.4

－36.2

1 403.2

625.7

1 190.1

305.3

分析方法
（1）单元的选取与建模

基于索杆预张力结构中索、杆单元受力特性，Ansys/Lsdyna 软件分析时分别选取 LINK167 和 LINK160

单元，并通过定义偏置量来施加预应力，具体公式如下：

F = K × max {∆L, 0.0}

（1）

K = EA/ ( L 0 - offset )

（2）

式中：∆L、L 0 分别为杆件长度变化量和初始长度；E、A 为杆件弹性模量和截面积；offset 为偏置量。对于

LINK160 单元，采用双线性动力材料模型，并定义该构件的失效应变为 0.01，即在分析过程中，如果压杆的应
变超过 0.01，该杆件自动从结构中删除。
（2）等效力的代替与卸载

为能考虑初始状态的影响，且消除静力荷载的增长对结构的动力影响，文中采用全动力等效荷载瞬时

卸载法进行分析，即先移除结构中的某一构件，用等效力 P 代替构件，然后再卸载该等效力，进而探明结构在
该构件失效全过程的动力响应。在对结构用等

表2

Table 2

效力代替移除构件、卸载等效力等分析时，一般
等效力的代替时间、持续时间和卸载时间分别

取 残 余 结 构 自 振 周 期 的 2 倍 、20 倍 和 1/10 倍 。
文中等效力作用全过程时间如表 2 所示。

时间/s
等效力/kN

等效力作用时间表
Equivalent force schedule

开始时间

代替时间

持续时间

卸载时间

稳定时间

0

4

40

0.2

155.8

0

P

P

0

0

2

移除杆件后的结构响应及杆件重要性分析

2.1

移除杆件后的结构动力响应及倒塌模式分析
本节分析移除杆件后结构产生的动力响应及倒塌模式，因篇幅所限，仅例举移除代表性杆件——外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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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后结构产生的位移、内力和能量响应及倒塌模式。

（1）位移响应分析。图 2（a）与图 2（b）分别为结构开始卸载等效力时（t=44 s）和结构在阻尼的情况下达

到终态时（t=200 s）的竖向位移，
可以发现：
1）用等效力替换杆件并达到平衡后，
经比较，
可以发现此时（t=44 s）
结构节点位移与初始完整结构的位移几乎完全一致。2）移除外脊索后，外压杆上节点 3 自由度大于零，与该

节点相连的杆件均出现较大的位移。先是外压杆向结构中心倒塌，然后中脊索、中斜索和中压杆亦向结构
中心方向倒塌。外压杆与中压杆的下节点没有出现较大的位移，而上节点则出现较大的竖向位移，节点 3 和
节点 5 分别产生 9.93 m 和 8.58 m 的竖向位移。3）相邻杆件及其他榀杆件的竖向位移变化均不大，表明外脊
索破坏仅对相连构件变形产生较大影响，对其他构件影响较小。

（2）能量响应分析。图 3 为结构在 t=200 s 分析时间内结构动能的变化图，可以发现：1）等效力代替失效

杆件后，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动能响应，结构处于非平衡状态，此后在结构阻尼作用下，结构动能逐渐减小，并
在 44 s 前结构中动能变为 0，达到初始完整结构的初始内力状态。2）T=44 s 时结构开始卸载，此时结构再次

从平衡状态转变成非平衡状态，内力开始重分布，进而出现了较大的动能，此后在结构阻尼作用下，结构动

能逐渐减小，并在 100 s 左右，结构再次趋于平衡态，动能变为 0。3）T=50 s 时，由于外压杆倒塌过程中与之相
连的中斜索二次拉动内环索，使结构动能又开始反弹，进而出现了二次的动力响应。

（3）内力响应分析。图 4 为失效杆件所在榀杆件内力时程变化图。可以发现：1）结构的内力变化趋势与

动能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与 3 号节点直接相连的中脊索、中斜索和外压杆的内力在外脊索移除后直接变
为 0，完全失效；与 2 号节点相连的外环索与外斜索出现一定的预应力损失。3）相邻榀索桁架杆件的内力水
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外脊索的内力水平提升最明显，最多达 30%。

Fig. 2

图3

Fig. 3

图2

位移响应时程图

Timehistory of displacement

能量响应时程图
Timehistory of energy

Fig. 4

图4

内力响应时程图

Timehistory of internal force

（4）倒塌模式分析。外脊索移除后，与之相连的 3 号节点出现较大的位移，外压杆向结构中心倒塌，该榀

中的中脊索、内脊索、中斜索、内斜索与外压杆均处于完全失效状态，此时，左右相邻两榀索桁架单元之间的
面积即为倒塌面积。结构达到最终平衡时，结构的倒塌面积 10%，倒塌范围内属于完全失效；最大位移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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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节点，产生 9.93 m 的竖向位移；倒塌过程中仅失效构件所在榀节点出现较大的位移，其他节点均未出现
超过跨度 1/50 的位移。
2.2

基于结构倒塌模式的杆件重要性分析

分析依次移除其余杆件后结构的动力响应和倒塌模式，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发现，移除不同杆件将产

生不同的动力响应和倒塌模式，其中移除内环索和外环索将产生很大的倒塌面积，同时产生较大的竖向位
移；移除外斜索、中斜索、内斜索、外脊索、中脊索、内脊索、外撑杆、中撑杆、内撑杆及拉力环下弦等产生较小
的倒塌变形；移除拉力环上弦产生的倒塌变形居中，表明不同杆件对于结构连续倒塌具有不同重要性。

Table 3

表3

移除杆件
外斜索

中斜索

内斜索

外脊索

中脊索

内脊索

外撑杆

中撑杆

内撑杆

外环索

内环索

拉力环上弦

拉力环下弦

移除不同杆件产生的倒塌模式及杆件重要性分析

Analysis of collapse mode and member importance caused by removing different members
倒塌描述

倒塌面积 0%；最大位移位于 3 号节点（外压杆上节点），
产生 0.64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0%；最大位移位于 5 号节点（中压杆上节点），
产生 0.36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0%；最大位移位于 7 号节点（内压杆上节点），
产生 0.10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10%，倒塌范围内属于完全破坏；最大位移位于
3 号节点（外压杆上节点），产生 9.93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4.7%，倒塌范围内属于完全破坏；最大位移位于
5 号节点（中压杆上节点），产生 8.30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0%；最大位移位于 7 号节点（内压杆上节点），
产生 0.10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0%；最大位移位于 3 号节点（外压杆上节点），
产生 1.42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0%；最大位移位于 5 号节点（中压杆上节点），
产生 1.10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0%；最大位移位于 7 号节点（内压杆上节点），
产生 0.10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100%，倒塌范围内属于完全破坏；最大位移位于
136 号节点（外压杆上节点），产生 5.58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47%，倒塌范围内属于完全破坏；最大位移位于
126 号节点（内压杆上节点），产生 3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16.6%，倒塌范围内属于完全破坏；最大位移位于 6 和
13 号节点（相邻内压杆下节点），产生 1.56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面积 16.6%，倒塌范围内属于不完全破坏；最大位移位于
7 和 14 号节点（相邻内压杆上节点），产生 0.756 m 的竖向位移。

倒塌模式

重要性系数

杆件性质

未连续倒塌

0.01

普通构件

未连续倒塌

0.004 9

普通构件

未连续倒塌

0.000 9

普通构件

未连续倒塌

0.023

普通构件

未连续倒塌

0.01

普通构件

未连续倒塌

0.001 5

普通构件

未连续倒塌

0.006 1

普通构件

未连续倒塌

0.002

普通构件

未连续倒塌

0.000 074

普通构件

连续倒塌

0.54

关键构件

连续倒塌

0.23

关键构件

局部连续倒塌

0.15

重要构件

未连续倒塌

0.033

普通构件

进一步结合美国规范 UFC4－023－03［13］对于索穹顶结构的连续倒塌标准，探明各类杆件重要性与结构

倒塌模式相关性。
（1）当索穹顶最大的竖向节点位移大于跨度的 1/50 且失效面积达到结构总平面面积的
30% 时，认为索穹顶发生连续倒塌破坏；
（2）当索穹顶最大的竖向节点位移大于跨度的 1/50、但失效面积未达

到结构总平面面积的 30% 时，认为索穹顶发生局部连续倒塌破坏；
（3）当索穹顶最大的竖向节点位移小于跨
度的 1/50 时，或当索穹顶最大的节点位移大于跨度的 1/50、但失效面积未达到结构总平面面积的 15% 时，认
为索穹顶未发生连续倒塌破坏。

根据此规范，将移除杆件后的索穹顶倒塌模式分为连续倒塌、局部连续倒塌与未连续倒塌三种模式，进

而将相应的移除构件定义为关键构件、重要构件与普通构件，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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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结构位移和倒塌范围为评价指标的美国规范，本节进一步通过比较移除杆件前后的结构位移来
定义杆件重要性系数，进而探明杆件重要性系数与杆件性质及倒塌模式的关系。取结构所有节点在移除某
一杆件 j 前后位移差的平方和为评价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 jix = (u j )'ix - (u j ) ix

i = 1,2,3, ⋅ ⋅ ⋅,n

（3）

∆ = (u )'iz - (u ) iz

i = 1,2,3, ⋅ ⋅ ⋅,n

（5）

∆ = (u )'iy - (u ) iy
j
iy

j

j
iz

j

j

j

i = 1,2,3, ⋅ ⋅ ⋅,n

（4）

(u ) iz和 (u )'ix、
式中：n 为结构节点总数；
(u ) ix、
(u ) iy、
(u )'iy、
(u )'iz 分别为结构在移除某一杆件 j 前后第 i 节点沿 x、y、
j

z 三个方向的位移分量，定义：

j

j

j

j

j

δ j = ∑ (∆ jix )2 + (∆ jiy )2 + (∆ jiz )2
n

进一步定义杆件 j 重要性系数：
其中

i = 1,2,3, ⋅ ⋅ ⋅,n

i=1

γj = δj / d j

（7）

d j = ∑ (u j ) 2ix + (u j ) 2iy + (u j ) 2iz
n

i=1

（6）

i = 1,2,3, ⋅ ⋅ ⋅,n

（8）

杆件 j 重要性系数 γ j 越大，表明移除某杆件 j 后结构产生的位移相对量越大，位移响应越大，该构件越
重要。
3.2

结果分析
通过逐步分析各杆件重要性系数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即
γj ' = γj

/ ∑γ
13

i

（9）

i=1

结果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
（1）各杆件具有的不同的杆件重要性系数，其中外环索的杆件重要性系数

最大，内环索其次，这两类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均超过某一区间，文中经优化取临界点 0.18，杆件移除后的结构
动力响应均很大，属于关键杆件。
（2）拉力环上
弦的重要性系数亦在某一区间，文中经优化后

取 0.18～0.07，移除此类杆件将会导致结构产
生局部连续倒塌，对结构的影响较大，属于重

要杆件。
（3）剩余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均在某一
区间以下，文中经优化后取临界点 0.07，移除

此类杆件对结构的影响较小，不会产生连续倒
塌，属于普通杆件。
（4）总的来说，各类杆件的
重要性系数的排顺为：环索>脊索>斜索>撑杆。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结构形状和拓
扑关系杆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系数区间和临

界值（文中案例对应取 0.07 和 0.18），具体影响
规律另文详细介绍，文中不再展开。

4

Fig. 5

图5

杆件重要性系数

Coefficient of component importance

参数分析
为探明不同参数对杆件重要性系数和结构的抗连续倒塌性能的影响规律，本节进一步分析不同预应力

水平、构件截面、环索半径、撑杆长度及结构榀数等参数作用下的结构响应和倒塌模式。
4.1

预应力水平
保持结构其他参数不变，预应力水平分别取 0.8 倍、1.2 倍和 1.5 倍的初始预应力水平，计算各杆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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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数，可以发现：
（1）不同的预应力水平对各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对内环索的影响最大。
当预应力水平从 0.8 倍增加到 1.5 倍初始预应力时，内环索的重要性系数从 0.24 降至 0.1，降低了 13%，其他杆

件重要性系数的变化幅度均不超过 10%。
（2）总体上预应力水平的大小对结构的抗连续倒塌能力影响不大。
4.2

构件截面

保持结构其他参数不变，构件截面积分别取 0.8 倍、1.2 倍和 1.5 倍初始截面积，计算各杆件的重要性系

数，可以发现：
（1）不同构件截面对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对内环索的影响最大，当构件截面

从 0.8 倍增加到 1.5 倍初始截面的过程中，其重要性系数从 0.22 增至 0.24，提升了 9%，其他杆件的重要性系数
的变化幅度均未超过 3%。
（2）总的来说，杆件截面对结构的抗连续倒塌能力影响不大。
4.3

环索半径

保持结构其他参数不变，外环索半径分别取 0.8 倍和 1.2 倍初始外环索半径，并且保持外环索内力不变，

计算各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可以发现：
（1）外环索半径的变化对各类杆件重要性系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对
拉力环上弦的影响最大，当外环索半径由 0.8 倍增至 1.2 倍时，拉力环上弦重要性系数由 0.13 增至 0.16，增幅
达 23%；而内环索重要性系数由 0.25 降低至 0.22，降低了 12%。其他杆件的重要性系数的变化幅度不大，均

不超过 4%。
（2）总的来说，外环索半径大小对结构的抗连续倒塌能力影响不大。
（3）同时研究发现，内环索半
径对结构抗连续倒塌性能影响亦不大。
4.4

撑杆长度
保持结构其他参数不变，通过调整外撑杆下节点的坐标以调整其长度分别为 0.8 倍和 1.2 倍初始长度，

同时保持外环索的初始内力不变，计算各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可以发现：
（1）外撑杆长度的变化对各类杆件
重要性系数影响不同，当其长度由 0.8 倍增至 1.2 倍时，外环索的重要性系数由 0.48 增至 0.55，增幅达 15%；而

拉力环下弦的重要性系数明显降低，由 0.058 降到 0.035，降幅达 40%。
（2）总的来说，外撑杆长度虽然对部分
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影响较大，但对整个结构的抗倒塌能力影响不大。
（3）同时研究发现，内撑杆长度对结构
抗连续倒塌性能影响亦不大。
4.5

结构榀数
保持结构其他参数和外环索内力不变，分别计算分析结构取 12 榀、16 榀和 20 榀（原结构）时各杆件的重

要性系数及倒塌模式，可以发现：
（1）结构榀数从 20 榀减小到 12 榀过程中，重要性系数大的杆件的影响较
小，而重要性系数小的杆件影响较大，其中外斜索的重要性系数由 0.010 4 增加到 0.053，提高了 410%；外脊

索的重要性系数由 0.023 增加到 0.046，提高了 100%；而杆件重要性系数较大的前 3 类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变
化幅度在 17%～19%，变化不大。
（2）不同榀数的结构在移除某一杆件后的倒塌现象基本相同，但是倒塌面积
不尽相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外斜索和外脊索，在 20 榀时，移除这两类杆件引发的倒塌面积均为 10%，将榀

数降低至 12 榀后，移除这 2 类杆件引发的倒塌面积达到 16.6%，此时外斜索与外脊索属于重要杆件。
（3）结构
榀数对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及整个结构的抗倒塌能力影响相对较大。

5

结语
针对索杆预张力结构缺乏有效的倒塌发展机理及各类杆件在抗连续倒塌过程中的重要性评价现状，文

中结合某具体工程案例、基于 ANSYS/LSDYNA 分析平台、采用全动力等效荷载瞬时卸载法动力分析方法，
研究了该类结构因移除构件引发的连续倒塌全过程动力响应及倒塌模式，提出了基于倒塌模式的杆件重要

性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构件移除前后的结构位移定义了杆件重要性系数，并进一步探明了各类
杆件重要性系数与其杆件重要性性质及移除该杆件引发的相应倒塌模式的关系，最后分析了各设计参数对
结构连续倒塌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1）移除不同杆件将产生不同的动力响应和倒塌模式，其中移除内环索和外环索后动力响应最大，拉力
环上弦次之，移除其余杆件动力响应较小，表明不同杆件对于结构连续倒塌具有不同重要性。

（2）各杆件具有的不同的杆件重要性系数，其中外环索、内环索的杆件重要性系数均超过 0.18，杆件移除

后的结构动力响应很大，属于关键杆件；拉力环上弦件的重要性系数在 0.18～0.07 之间，移除此类杆件将会

导致结构产生局部倒塌，对结构的影响较大，属于重要杆件；其他几类杆件的重要性系数均在 0.07 以下，移
除此类杆件对结构的影响较小，不会产生连续倒塌，属于普通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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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应力水平、杆件截面及环索半径、压杆长度等设计参数，对于结构的抗倒塌能力的影响不明显，但
是结构榀数对结构各杆件重要性系数及倒塌模式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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