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Q-Fiber 使用手册 v1.6 

 1

dPQ-Fiber 使用手册 v1.6 

一、概述 

PQ-Fiber 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结构工程研究所基于大型通用有限元程序 ABAQUS 开

发的一组材料单轴滞回本构模型的集合。主要用于在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的弹塑性时

程分析中定义杆系结构的材料本构，同时可用于任何只需要定义材料单轴滞回本构模型的情

况。 
作者以 FORTRAN 编译文件.obj 的形式在网上免费发布 PQ-Fiber 的最新版本，以供广

大科研与工程设计人员使用，发布的版本没有功能限制。请使用者尊重知识产权， 
 
包含的材料模型（详细介绍见第三节）： 
材料名 描述 
UConcrete01 不考虑抗拉强度的混凝土模型 
UConcrete02 考虑抗拉强度的混凝土模型 
USteel01 随动硬化双线性弹塑性模型 
USteel02 带有承载力退化特性的最大点指向型双线性模型 
USteel03 最大点指向型双线性模型 
USteel04 拉压不等强的随动硬化双线性弹塑性模型 
ULRB 叠层橡胶隔震支座水平恢复力模型 
UGAP 具有初始间隙的双线型弹塑性模型 
UTRILIN 基于武田模型的三线型模型 

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请与作者联系：曲哲（Email: m.quzhe@gmail.com） 

二、在 ABAQUS 中使用 

1. 在 ABAQUS 中使用本模型 

（1）定义材料 
在 Properties 模块中定义 User Material，如图 1 所示。材料名的前几个字母必须与第三

节中定义的某一个材料名相一致。需要分别选择 General 选项卡中的 User Material 和 Depvar
两个选项。 

在 User Material 选项中定义该材料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属性，如图 2 所示。在 Depvar 选
项中定义该材料所需的状态变量的个数，如图 3 所示。 

也可以在.inp 文件中直接添加用户自定义材料，下面给出了一个例子。 
*Material, name=UConcrete01 
*Depvar 
      5, 
*User Material, constants=4 
30., 0.002,   10.,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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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定义用户自定义材料 
 

 
图 2 定义材料属性 

 

材料参数 props(1)
材料参数 props(2)

材料参数 props(3)

材料参数 props(4)

不同材料中各参数的

含义详见第三节。 

材料名，短横线之前的字母

必须与第三节中的定义相一

致。 

状态变量选项

用户自定义材料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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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定义状态变量的个数 
注意： 

如果使用 ABAQUS 中的铁木辛科梁单元（如 B21，B22，B31，B32 等），除了

上述定义外，还需要在.inp 文件为梁单元截面额外定义横向剪切刚度，定义方法详

见 ABAQUS keyword reference manual 中的*Transverse Shear Stiffness 关键字。可以

直接在.inp 文件中添加，也可以利用 ABAQUS/CAE 提供的 Keyword editor，如图 4
所示。剪切刚度可以是一个大数，它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不大。 
 

 
图 4 在 Keyword editor 中为截面定义剪切刚度 

 
（2）调用用户子程序 

在 Job 模块中，在 Edit Job 对话框的 General 选顶卡中选择本文提供的.obj 文件作为 User 
subroutine file，如图 5 所示。 

由于 ABAQUS 的一个分析模型只能接受一个用户子程序文件，如果使用了本文编译后

的材料模型文件，将无法使用其它用户子程序。用户如确有需要，可与本模型作者联系。 
 

状态变量选项 

状态变量的个数

为截面赋予剪切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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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 Job 中调用用户子程序 

 

2. 在 ABAQUS/Standard 中定义钢筋混凝土纤维梁单元 

可以使用*rebar 关键字在梁单元中定义钢筋，使用方法详见 ABAQUS keyword reference 
manual。下面给出了定义钢筋混凝土梁单元一个例子，其中分别用 UConcrete02 和 USteel02
来定义梁单元中的混凝土和钢筋的材料本构，并在梁截面的四角分别定义了四根钢筋。需要

注意的是，ABAQUS 默认的梁截面积分点只有 5 个，即仅将混凝土分为 5 层，这往往不能

满足分析精度的要求。建议至少使用 9 个截面积分点。 
 

*Beam Section, elset=Pier, material=UCONCRETE02, section=RECT 
300., 300. 
0.,0.,-1. 
9 

*Transverse shear stiffness 
 1.0e16, 1.0e16, SCF 
*rebar, element=beam, material=USTEEL02-235, name=rebar1 

Pier, 201, 107, 107 
*rebar, element=beam, material=USTEEL02-235, name=rebar2 
Pier,201,-107,107 
*rebar, element=beam, material=USTEEL02-235, name=rebar3 
Pier,201,107,-107 
*rebar, element=beam, material=USTEEL02-235, name=rebar4 
Pier,201,-107,-107 

 

选择本模型提供的.obj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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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模型中可以使用不同自定义钢筋与混凝土模型，也可以采用同一种自定义钢筋或

混凝土模型定义不同等级的钢筋或者混凝土。如在图 6 所示的 Material Manager 中，用

USteel02 模型定义了屈服强度分别为 235MPa 和 335MPa 的两种钢筋，用 UConcrete02 模型

定义了轴压强度分别为 30MPa 和 60MPa 的两种混凝土。只要材料名的前几个字母与第三节

中定义的材料名相同即可完成调用，材料名的后半部分可以随意定义。 

 
图 6 在一个模型中使用不同的自定义材料 

 

3. 结果输出 

自定义材料结果的输入通过状态变量实现。如果想得到弹性应变以外的输出，用户需要

在 Step 模块中定义对状态变量（SDV）的输出，如图 7 所示，或者在.inp 文件中直接添加对

SDV 的输出，如下所示。另外，ABAQUS 目前不支持梁单元中*rebar 定义的钢筋的任何输

出。各材料模型中状态变量的物理意义详见第三节。 
 
*Element Output, directions=YES 
E, S, SDV, SE,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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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输出状态变量 SDV 

 

选择输出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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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模型 

PQ-Fiber v1.6 提供的材料滞回模型的基本信息如下： 
 

材料名 材料参数 状态变量 描述 
USteel01 3 2 随动硬化双线型弹塑性模型 
USteel02 4 11 带有承载力退化特性的最大点指向型双线性模型

USteel03 3 7 最大点指向型双线性模型 
USteel04 4 2 拉压不等强的随动硬化双线性弹塑性模型 
UConcrete01 5 5 不考虑抗拉强度的混凝土模型 
UConcrete02 8 6 考虑抗拉强度的混凝土模型 
ULRB 6 / 叠层橡胶隔震支座水平恢复力模型 
UGAP 4 / 具有初始间隙的双线型弹塑性模型 
UTRILIN 6 12 基于武田模型的三线型模型 

 
 



PQ-Fiber 使用手册 v1.6 

 8

材料名 USteel01 
材料参数 
props(1) 弹性模量，E0 
props(2) 屈服强度，fy 
props(3) 屈服后刚度系数，α，等于屈服后刚度与弹性模量之比。 
状态变量 
SDV(1) 塑性应变 
SDV(2) Back stress 
详细描述  

即如下图所示的随动硬化弹塑性单轴本构。材料参数包括屈服强度 fy、弹性模

量 E0 和屈服后刚度系数α。该模型可用于近似模拟往复荷载作用下滞回曲线比较饱

满的钢构件（如防屈曲支撑等）的力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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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 USteel02 
材料参数（括号内为建议取值） 
props(1) 弹性模量，E0 （实测值或 200GPa） 
props(2) 初始屈服强度，fy1 （实测值） 
props(3) 屈服后刚度系数，α，等于屈服后刚度与弹性模量之比（0.001） 
props(4) 极限塑性变形率，εf/(fy1/E0)。（其中εf = 0.15λv/λN） 
状态变量 
SDV(1) 历史最大拉应变（拉为正） 
SDV(2) 历史最大压应变（压为负） 
SDV(3) 开始向受拉侧卸载时的应变 
SDV(4) 开始向受拉侧卸载时的应力 
SDV(5) 开始向受压侧卸载时的应变 
SDV(6) 开始向受压侧卸载时的应力 
SDV(7) 加卸载控制变量 
SDV(8) 有效累积滞回耗能 Eeff 
SDV(9) 前半个加载循环的滞回耗能 
SDV(10) 受拉侧强度退化系数 
SDV(11) 受压侧强度退化系数 
详细描述  

为了更好地模拟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滞回型为，本模型在 Clough (1966)提出最大

点指向型双线性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修改： 
（1）如图 1 所示，在反向再加载时，并不立即指向历史最大点（εmax,fmax），而

是先按卸载刚度加载至历史最大点对应的应力的 0.2 倍，即 0.2fmax，再指向历史最

大点。 

fy

fy

E0
E0

E0 A

B

C

D

fcmax

0.2fcmax

0.2ftmax

 
图 1  反向再卸载规则 

 
（2）采用式(1)和式(2)定义的强度退化模型考虑累积损伤引起的钢筋混凝土构

件的受弯承载力退化（曲哲 等，2009），如图 2。图中 fyi 表示第 i 个加载循环的屈

服强度，正负号分别表示正向或反向加载。式(2)定义的有效累积滞回耗能 Eeff 将最

大响应和滞回耗能两个物理量结合在一起，反映了这样的客观规律，即：在累积滞

回耗能相等的情况下，较小位移幅值下的承载力退化程度小于较大位移幅值下的承

载力退化程度（刘伯权 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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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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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eff,i为加载至第 i 个循环时的有效累积滞回耗能；Ei为第 i 个循环的滞回

耗能；α为屈服后刚度系数（图 1）；εi为第 i 个循环所达到的最大应变；εf为钢筋混

凝土构件在单调加载下达到破坏时的受拉钢筋应变。其影响因素较多，曲哲 等
（2009）根据数值模拟的经验，建议取εf=0.15λv/λN，其中λv=ρvfyv/fc为构件的配箍特

征值，ρv 是体积配箍率，fyv 是箍筋的屈服强度，fc是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λN=N/(fcA)
是构件轴压比，小于 0.1 时取 0.1，N 为构件承受的轴压力，A 为构件截面积。 

 
图 2 强度退化规则 

 
（3）为考虑构件的失效，在双线型骨架线的基础上引入图 3 所示的下降段，当

应变超过失效应变εf之后，骨架线以 0.5E0 的刚度下降，直到丧失全部强度。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钢筋屈服强度的退化以及骨架线的下降并非钢筋本身的劣

化，而是反映了钢筋-混凝土界面粘结滑移和混凝土保护层剥落等引起的综合退化效

果。 

 
图 3 骨架线的下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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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 USteel03 
材料参数 
props(1) 弹性模量，E0 
props(2) 屈服强度，fy 
props(3) 屈服后刚度系数，α，等于屈服后刚度与弹性模量之比。 
状态变量 
SDV(1) 历史最大拉应变（拉为正） 
SDV(2) 历史最大压应变（压为负） 
SDV(3) 开始向受拉侧卸载时的应变 
SDV(4) 开始向受拉侧卸载时的应力 
SDV(5) 开始向受压侧卸载时的应变 
SDV(6) 开始向受压侧卸载时的应力 
SDV(7) 加卸载控制变量 
详细描述  

该模型为 Clough (1966)提出的带有再加载刚度退化的双线性滞回模型，如下图

所示。该本构在反向再加载时指向在该方向加载历史上所经历的最大应变点（如 A
点），如果该方向从未屈服，则指向屈服点（如 B 点）。该本构可用于模拟受弯钢构

件和钢筋混凝土构件中的普通钢筋和钢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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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 USteel04 
材料参数 
props(1) 弹性模量，E0 
props(2) 受拉时的屈服强度，fyt 
props(3) 受压时的屈服强度，fyc 
props(4) 屈服后刚度系数，α，等于屈服后刚度与弹性模量之比。 
状态变量 
SDV(1) 塑性应变 
SDV(2) Back stress 
详细描述  

在 USteel01 的基础上，为受压侧赋予与受拉侧不同的更小的屈服强度 fyc，可以

近似地模拟普通钢支撑受压时因屈曲而导致的承载力丧失。注意，这种做法是非常

粗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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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 UConcrete01 
材料参数 
props(1) 轴心受压强度，fc0 
props(2) 峰值压应变，即达到轴心受压强度时的应变，εc0 
props(3) 极限受压强度，εu 
props(4) 极限压应变，fu 
props(5) 截面钢筋屈服的临界应变，定义为混凝土受拉边缘的应变。 
状态变量 
SDV(1) 初始化变量，无实际意义 
SDV(2) 历史最大压应变 
SDV(3) 受压侧残余应变，即卸载至应力为零时的压应变 
SDV(4) 卸载/再加载刚度 
SDV(5) 截面屈服标志 
详细描述  

本模型与 OpenSEES 中的 Concrete01 模型相同（McKenna, 1997）。材料滞回行

为受以下规则控制： 
(1) 拉应力始终为零； 
(2) 受压骨架线上升段采用 Hognested 曲线，下降段为直线； 
(3) 卸载刚度随历史最大压应变εmin 的增大而减小，卸载至零应力时的残余应变

按式(1)-式(3)计算。 

 ( )00 ,/max cres E αεσεε −=  (1) 

 
( )

⎩
⎨
⎧

<+
≥+−

=
0.2,13.0145.0
0.2,834.02707.0

2 ηηη
ηη

α  (2) 

 ( )cuεεη ,max min=  (3) 

(4) 受拉后反向加载时，直至达到上次受压卸载的残余应变时再开始反向承载。 
材料滞回特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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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 UConcrete02 
材料参数（括号内为建议取值） 
props(1) 轴心受压强度，fc0（实测值） 
props(2) 峰值压应变，即达到轴心受压强度时的应变，εc0（2fc0/Ec） 
props(3) 极限受压强度，fu（0.85fc0） 
props(4) 极限压应变，εcu（0.0038） 
props(5) 达到极限压应变时的卸载刚度与初始弹性模量之比，dcu（0.5） 
props(6) 轴心受拉强度，ft（实测值或 sqrt(fc0)/1.8，单位 MPa） 
props(7) 受拉软化模量，即受拉骨架线下降段的刚度，γsE0（γs = 0.1） 
props(8) 截面钢筋屈服的临界应变，定义为混凝土受拉边缘的应变。 
状态变量 
SDV(1) 受压损伤系数，dc 
SDV(2) 受拉损伤系数，dt 
SDV(3) 受压侧残余应变，即卸载至零应力时的压应变 
SDV(4) 历史最大压应变，εcmax 
SDV(5) 历史最大拉应变，εtmax 
SDV(6) 截面屈服标志 
详细描述  

本模型与 OpenSEES 中的 Concrete02 模型相同（McKenna, 1997）。其受压骨架线由式

(1)~式(3)定义。初始弹性模量 E0 为骨架线上升段在原点处切线的斜率，E0=2fc0/εc0。受拉

骨架线为带有软化段的双线型，上升段弹性模量为 E0，达到轴心抗拉强度 ft 后进入刚度为

γsE0 的下降段。完整的混凝土单轴拉、压骨架线如图 1 所示。 

 c0 c0
c0 c0

2 , 0f ε εσ ε ε
ε ε

⎛ ⎞
= ⋅ + < ≤⎜ ⎟

⎝ ⎠
 (1)

 ( )u c0
c0 c0 c0 cu

cu c0

,f ffσ ε ε ε ε ε
ε ε

−
= + − < ≤

−
 (2)

 u cu,fσ ε ε= >  (3)

式中 fc0 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fu 为极限压应变εcu 对应的混凝土强度。 
通过一个虚拟点 R 控制卸载与再加载刚度的退化。R 的位置由损伤参数 dcu 决定。R

点对应的应变按式(4)计算，对应的应力为 E0εR。dcu 的取值范围如式(5)。 

 ( )
cu cu 0 cu

R
0 cu1

f d E
E d

εε −
=

−
 (4)

 cu
cu

cu 0

1f d
Eε

≤ <  (5)

R 点确定后，受压骨架线以内的加卸载规则为：(1) 卸载点与 R 点之间的连线与横轴

（应变轴）的交点为残余应变εre，该连线的斜率为损伤刚度，记为 dcE0，其中 dc 为受压

损伤系数。(2) 卸载时，先按照初始刚度 E0卸载，当卸载至经过残余应变点且刚度为 0.5dc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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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线时，改为按 0.5dcE0 的卸载刚度卸载。(3) 在卸载中途再加载时，按初始刚度 E0 加

载，直至达到卸载点与 R 点的连线时改为按损伤刚度 dcE0加载（图 1b）。 

  

(a)  骨架线 (b)  加卸载规则 
图 1  混凝土单轴本构 

在受拉侧卸载时指向原点或上一次的残余应变点，同时通过式(6)定义的受拉损伤系

数 dt 控制受拉侧再加载刚度以及抗拉强度的退化。 

 ( ) t0
t s

tmax

1 1 1.0d εγ
ε

⎛ ⎞
= + − ≤⎜ ⎟

⎝ ⎠
 (6)

式中εt0=ft/E0，为混凝土开裂应变；εtmax为历史上经历的最大拉应变。 
在受拉侧发生损伤后，受拉侧的加载刚度退化为(1-dt)E0，抗拉强度相应地退化为

(1-dt)E0εtmax，骨架线下降段刚度γsE0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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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 ULRB 
材料参数（括号内为建议取值） 
props(1) 初始段终点的应变，ε1（250%） 
props(2) 初始刚度，k1（实测值） 
props(3) 第一硬化段终点的应变，ε2（350%） 
props(4) 第一硬化段的刚度，k2（2.0k1） 
props(5) 第二硬化段终点的应变，ε3（450%） 
props(6) 第二硬化段的刚度，k3（7.0k1） 
状态变量 
无  
详细描述  

叠层橡胶隔震支座的水平恢复力模型采用中西龍二（2007）的建议，如下图所

示。其加卸载规则如下： 
（1）随着水平变形的增大橡胶支座有两个硬化段； 
（2）初始段之内始终保持线弹性； 
（3）从硬化段卸载时，卸载刚度取为 0.707k3，且卸载至初始段的终点时指向

该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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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 UGAP 
材料参数 
props(1) 弹性模量，E0 
props(2) 屈服强度，fy 
props(3) 屈服后刚度系数，α，等于屈服后刚度与弹性模量之比。 
props(4) 初始间隙，εgap 
状态变量 
无  
详细描述  

该模型与 USteel01 的区别在于： 
（1）存在一个宽度为±εgap 的初始间隙； 
（2）卸载至零应力后即指向原点，不产生反向应力。 
该模型可用于模拟隔震层周围的挡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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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 UTRILIN 
材料参数 
props(1) 弹性模量，E0 
props(2) 开裂强度，fcr 
props(3) 屈服强度，fy 
props(4) 屈服应变，εy 
props(5) 屈服后刚度系数，α，等于屈服后刚度与弹性模量之比。 
props(6) 卸载刚度系数，β 
状态变量 
SDV(1) 历史最大拉应变，εtmax（拉为正） 
SDV(2) εtmax 对应的应力σtmax 
SDV(3) 历史最大压应变，εcmax（压为负） 
SDV(4) εcmax 对应的应力σcmax 
SDV(5) 开始向受拉侧卸载时的应变 
SDV(6) 开始向受拉侧卸载时的应力 
SDV(7) 开始向受压侧卸载时的应变 
SDV(8) 开始向受压侧卸载时的应力 
SDV(9) 残余应变，即卸载至零应力时的应变εres 
SDV(10) 当前卸载刚度 kun 
SDV(11) 加卸载控制变量 
SDV(12) 加卸载控制变量 
SDV(13) 用于更新骨架线的残余应变，εres0 
详细描述  

虽然武田三线型模型（Takeda model）是一个构件层次的滞回模型，但当不关注构件

的混凝土特性与配筋情况，而只关注构件整体行为时，将武田模型作为材料模型用于

ABAQUS 的梁单元，也是非常有效的。此时，为了减小截面逐步开裂或屈服带来的磨平，

建议采用工字型截面。 
武田模型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因为原论文中对滞回规则的描述并不充分，则有难以理

解的描述，导致不同研究者自己编写并使用的所谓“Takeda model”并不完全一样。本模

型以 Takeda (1970)提出的模型为基础，对其滞回规则进行了一定的简化与补充。 
加载规则如下： 
（1）初始加载时，沿骨架线加载； 
（2）反向再加载时，若加载侧未曾屈服过，则沿卸载刚度加载至开裂应力，然后指

向屈服点； 
（3）反向再加载时，若加载侧曾经屈服过，则指向历史最大应变点。 
卸载规则如下： 
（1）若卸载侧未曾屈服过，则卸载时指向另一侧的开裂点； 
（2）若卸载侧曾经屈服过，则卸载刚度 kun 按下式计算（Takeda, 1970）： 

β

ε
ε

⎟⎟
⎠

⎞
⎜⎜
⎝

⎛
⋅=

max

y
yun kk  

其中 ky为屈服点与另一侧开裂点连线的斜率；εy为屈服应变；εmax 为卸载侧所达到的

历史最大应变；β为卸载刚度系数，Takeda (1970)取β=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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