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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构 STRAT 复杂工程应用，疑难问题的解决途径
谢靖中
(上海佳构软件科技有限公司，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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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经常用佳构 STRAT 软件处理其它软件难以解决的复杂特殊工程。正因为工程复杂，一方面
对软件操作要求较高，另一方面，计算结果往往超出工程师的经验这些经验往往来自用 PKPM
等常用软件处理常规多高层过程中积累的。
工程很复杂、且对软件不很熟悉，遇到问题很常见，学会解决问题是关键。通过解决问题，一
方面更深入了解软件，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加深对复杂结构的认识，积累经验成为该领域的设计高手。
下面是根据工程经验总结的、应对各种问题的技术套路。

一、利用 Plots 检查模型
Plots 显示的是完全真实的 Strat 计算模型，节点编号、单元编号都完全相同。网格荷载、表面压
力、边线荷载等方式施加的荷载，都可以在梁柱、墙板真实显示出来。此外，Prep 设置连梁刚度折
减、梁刚度放大，梁柱墙刚度重叠扣除、自重重叠扣除，都可以真实显示出来，供核查。
Archi 显示的模型经过了处理，节点编号相同，但单元编号不同。单元经过了处理，细分的墙被
合并过，刚臂梁、板式楼盖的附加梁被删除，细分的超元梁、超元墙也恢复为 Prep 中的梁。
如果出现错误，应察看 Plots，不应察看 Archi。同时注意使用 Plots 的技巧：
a)

动画功能便于查看结构的异常变形。

b)

如果变形非常大，可以按 F5 键缩小变形比例，例如 0.001、1e-10 等极小值，易于发现变形
异常部位。例如查找引起大震弹塑性计算发散的关键构件，经常采用该方法。

c)

刚性楼层的主节点。如果节点在 Plots 内能查到具体位置，但没有节点显示，这些节点属于
刚性楼层的主节点。

二、处理 Strat 数据检查提示错误
2.1 根据提示的单元编号，在 Plots 内用 Find/F 命令，找到这些单元的位置。
2.2 截面、材料缺失，往往是前处理由线(Line)改成梁柱，忘了设截面、材料，返回 Prep 用 Ch
修改即可。
2.3 板单元几何形状异常。特别复杂的板块网格剖分出现异常单元，找到这些板的位置，回 Prep
将复杂的超元、网格拆分成几个较为简单的图形。或者减小网格剖分的长度。
2.4 板单元局部坐标错误。多数不是局部坐标的问题，而是网格剖分出现了几何异常单元，同
第 2.3 条处理。此外，如果是用户设定的局部坐标系，检查极坐标原点是否位于某一板面内，检查
直角坐标法向量(3 轴)是否与板面平行。程序隐含的“自然坐标系”不大会报错。
2.5 如果程序检测无节点约束、同时无节点弹簧，会报错。回 Prep 检查是否设置了“Z=0 嵌固”
假定。如果结构底面不在 Z=0 平面，需要手工施加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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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警告性错误，多数可以不管，程序会处理。对于提示荷载工况序号不对，可能是先加了荷
载，然后减少了工况总数，程序会忽略这些荷载。提示“节点上同时施加了约束、弹簧或荷载”，约
束优先，弹簧、荷载会被忽略。
2.7 文本文件 ifo 同步记录 Strat 框口显示的信息，打开该文件查看报错内容。

三、处理 Strat 计算异常中断 (重点)
计算异常中断，会提示计算中断的具体节点编号，在 Plots 内找到这些节点。绝大多数情况下，
检查节点周边的构件连接情况，能发现结构的异常。
计算异常中断，可能的原因不外乎如下 3 点：
1) 结构没有可靠连接 (没有约束和基础弹簧，或者出现悬空构件)；
2) 出现可变机构

(多与自由度释放有关，钢结构常见)；

3) 方程病态 (较少见。构件刚度相差悬殊，或者钢结构自由度释放后结构赘余度不足)
下面是处理计算异常中断一般步骤和方法。

3.1 Plots 检查是否有节点约束、基础底板弹簧。
3.1.1 前处理设定的“Z=0 高度嵌固”，在 Plots 能察看每个柱底的约束情况。对于上部结构是“嵌
固”约束，基础协同模型是“XY 平动+绕 Z 转动”约束。如果基础底面高度 Z0，或部分柱底 Z0，
需要手工施加约束。
3.1.2 如果模型包含基础，必须选择“包含基础模型”选项，由程序判断哪部分属于基础、哪部
分属于上部结构，这时程序会自动判断柱底并设置相应约束，否则容易导致底部约束错误。检查基
础梁柱、基础底板图层是否含“Jc-”，注意后面的短横线不要缺失。否则程序不作为基础底板处理，
不形成基底弹簧。

3.2 Plots 检查悬空构件
前处理对相交构件没有交点分图，容易出现悬空构件。前处理误操作，例如三维移动、复制点
错位置了，也会悬空。单个构件悬空单元整合能查出来，但多个构件的悬空需要用户判断。
超元、网格特别复杂，或者是节点不在一个平面的曲面，极个别情况也会出现悬空构件。这时
拆分成规则网格即可。
悬空构件很容易处理，Plots 内找到位置即可。

3.3 Prep 检查板单元类型
空间的板结构，a)水池筒仓，b)倾斜楼板屋面板，c)同时带地下室外墙、弹性楼板的多高层，都
必须选择“全刚度”。仅有水平楼板的时，才可以选择“面内刚度”
。算大板楼盖可以选择“面外刚
度”但必须与“刚性楼层”相结合，实际上不需要多此一举。“面外刚度”工程中很少采用。
如果不正确设置板的刚度，极易导致方程病态。

3.4 Strat 选择 LDLT、PCG 求解法，检查可变机构、方程病态问题
Strat 隐含的 LU 求解方法，对结构要求较高。求解方法对方程赘余度的要求 LU > LDLT > PCG。
如果上述 3.1~3.3 条都没有问题，尝试改变求解方法。可以先试 LDLT，如果还不行再试 P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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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LDLT 或 PCG 计算能通过，并不能表示计算正确，但计算结果能够帮助检查错误。打开
Plots 查看结构变形、振型(可动画观察)。a)变形或振型局部异常大的部位往往是可变机构，b)本来变
形很小、但计算得到的变形很大，往往是方程病态的原因，此时需要综合分析查找原因。
该方法能检查绝大多数可变机构、方程病态问题，非常有效。但该方法不能检查悬空构件问题，
如存在悬空构件，LDLT 计算也会中断，PCG 会因为迭代不收敛而强制中断。
需要指出，程序隐含 LU 求解方法，目的即在于确保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3.5 综合排查可变机构，以及 Strat“约束有效性判别”的功能相关问题
什么是可变机构？沿着一个点 3 个方向可以自由平动(Dx,Dy,Dz)，或绕一个点 3 个方向可以自由
转动(Rx,Ry,Rz)，即为可变机构。
例如，二力杆组成的平面桁架在平面外可以自由平动，两端铰接的简支梁绕轴向可以自由转动，
板单元选择“面内刚度”时弹性楼板可以竖向自由平动，都是可变机构。可以自由变形的自由度，
也被称为空余自由度。
可变机构原则上不能计算的。但很多情况能够计算，原因两方面，a)Strat“约束有效性判别”检
测出空余自由度并自动加上了约束，b)程序 LU 等求解方法自身有一定的容错能力(矩阵分解过程形
成的微小误差，不影响计算结果，但能提高容错能力)。
空余自由度判断，是有限元模型处理的难点。如果完全由用户判断，工作量巨大。佳构 STRAT
软件提供的“约束有效性判别”，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但对于如下几种情况，仍需要人工干预。
a) 能判断单个节点，不能判断结构。例如，多个二力杆平面桁架通过纵向屋面梁连接，每个节
点都有平面外刚度，但侧向整体上仍是可变机构。
b) 能处理平行 XY、YZ、XZ 平面的结构，对于倾斜面判断完全不充分。对于倾斜构件，程序
通过约束权值计算 XYZ 平动、转动的约束程度，但不一定有效。例如斜向布置的竖直桁架，四面倾
斜的塔架，仅有面内刚度的坡屋面楼板，程序判断往往满足。如果计算中断，需要人工干预。
c) 弱连接结构。例如平面桁架屋面计算中包含屋面板，由于屋面板具有全部刚度，桁架平面外
及转角自由度会被判断为非空自由度。这种情况实际是方程病态问题。
可变机构的判断需要综合分析结构，还需经验积累。利用 3.4 条中的 LDLT、PCG 方法发现可能
引起可变机构的情况，积累经验后在以后的建模中避免这些情况。

3.6 处理可变机构
3.6.1 可变机构往往是结构模型本身存在的问题。例如，桁架屋面要求加强屋面内刚度，需要设
屋面斜撑、设桁架之间的纵向竖面支撑。设好这些支撑，加强面外刚度，自然计算能通过。
3.6.2 根据实际情况，将部分实际通长、不截断的主要构件，不进行自由度释放、不设二力杆。
例如桁架的上、下弦杆，实际是通长的。例如空间塔架的立柱，经常贯通几个分段。在剪力较大的
桁架端部，全刚度有时会产生较大局部弯矩，这时可以对端部个别的腹杆、弦杆设弯矩释放。
3.6.3 非常复杂的空间结构。不设二力杆，只进行弯矩 M2、M3 释放，保留数值较小的剪切刚
度，容许存在剪力。我们知道，弯矩产生三角形应力，对于桁架弦杆、腹杆，较小的端部弯矩即容
易导致应力超限。而剪力产生均匀应力，不容易应力超限。更为复杂的结构，可以不做任何自由度
释放、采用全刚度计算。具有斜撑的空间构架，采用全刚度计算也会是轴力大、弯矩小，与二力杆
差别不会很大。

3.7 处理方程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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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方程病态的物理原因是结构连接弱、整体性差。
结构中过大、过小的构件之间的刚度差，不会引起方程病态。一般而言，106 量级的刚度差别都
会正常计算。
处理方程病态的原则：要么加强连接，要么彻底断开连接。加强连接好理解，例如不设自由度
释放，对楼板采用全部刚度等。彻底断开连接，指所有构件在一个节点的一个自由度方向，都不具
备刚度，这样程序检测到空自由度能自动加上约束。部分自由度释放、部分不释放，这样虽存在连
接、但连接不强，容易导致方程病态。

四、计算结果合理性的判别
4.1 Plots 察看工况变形。首先分析变形，然后再分析组合内力、配筋值
变形最直观，容易判断是否与施加荷载一致，从而判断计算结果合理或异常。变形的动画显示
有助于观察结构的变形特征。
变形正确，即计算正确，正确的变形对应正确的内力。程序计算先得到变形，内力由变形计算
得到。变形是结构整体计算结果，影响因素多、不确定因素多。而内力是在一个单元内局部计算得
到，过程很简单，由变形得到内力的过程极少异常。
相比较而言，梁柱内力图、板应力图，适合看局部，不适合看整体。通过工况内力图形，容易
判断部分构件合理或异常。而在构件层次，变形图就过于抽象、粗略，这就需要看内力或应力。
用户最关心配筋图，习惯比较内力包络。但是，内力包络值是多个工况组合的结果，且是几十
种组合中的最大值，同时还包含规范规定的大量内力调整。因此，通过组合内力并不容易判断合理
性，如果出现异常也无助于发现异常的原因。
地震内力是根据振型计算得到。我们可以看反应谱变形图，更深入的需要看振型图。振型数量
很多时，不需全看，先看前 3 个基本振型，再看中间几个振型和最后几个振型，如果都正常，表明
振型没有问题。振型正确，则反应谱计算也会正确。
振型体现了结构的基本特征，高阶振型的异常变形，往往体现了结构的薄弱部位(见 3.7 条方程
病态描述)。如果存在局部薄弱部位，高阶振型、甚至低阶振型出现局部过大变形，会导致地震反应
谱内力偏小(有效质量低于 90%)，这时需要调整结构。

4.2 查找变形、内力异常的原因
4.2.1 检查恒、活荷载的方向是否正确。STRAT 全三维建模，恒活重力荷载沿 Z 方向且为负值。
4.2.2 检查水池筒仓、地下室侧壁的水压、土压的方向是否正确。在 Plots 内只显示单工况荷载，
有小箭头指示荷载的方向。采用前处理表面压力加载时，如果指示点位置不正确，会导致荷载方向
错误。对于地下室外墙，程序会判断内外方向以确定水压方向。但如果结构特别复杂，程序判断地
外墙的方向也可能不正确，这时需要在 Prep 内手工加上地外墙的局部坐标系(环主向极坐标，法向量
指向内部)。
4.2.3 检查基底约束是否缺失。部分缺失计算能通过，但导致柱底内力异常。Prep“Z=0 高度嵌
固”设定只对位于 0 高度处的柱起作用，基底不等高柱需手工添加约束。
4.2.4 检查基础底面土弹簧是否正确。如由程序根据沉降计算的地弹簧，一般周边大、中间小。
计算得到的地反力，也是周边大、中间小。在 Plots 内检查是否符合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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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一些特定功能的构件必须设置特定图层(专用名图层)，如果图层名称不正确将不起作用。
基础底板必须带有“Jc-”字样，否则不判断为基础将不设地弹簧。刚臂梁图层必须带有“刚臂-”字
样，否则按普通梁计算，起不到刚臂作用。
4.2.6 前面 3.1~3.4 条讲述的可变机构、方程病态，有时不引起计算异常中断，但会引起计算结
果异常，也需要注意。

4.3 查找配筋、应力异常的原因
如果检查工况变形、振型、工况内力，均在合理范围内。则需检查 Archi、Plots 构件验算过程。
4.3.1 检查 Archi 结构类型
结构类型涉及构件所适用的规范。例如同样钢柱，属于多高层需要根据强支撑、弱支撑、弹性
支撑计算其长度系数，如属于钢构架则计算长度系数为 1。对于水平钢构件，属于多高层按侧向支
撑长度计算平面外弯曲稳定，属于网架则按计算长度系数为 1 的支撑计算。
4.3.2 检查 Archi 构件类型
柱、撑、梁在内力计算是相同的(部分刚度调整系数会有差异)，但规范验算差别很大。如混凝土
梁一般只一个方向非对称抗弯配筋，而混凝土柱按两方向对称配筋。钢梁算平面外弯曲稳定，而钢
柱、钢撑算轴压稳定、双向压弯稳定。同样的内力，按照不同构件验算结果差别很大。
对于斜撑、斜梁，前处理 Prep 不区分，Archi 内将重新判断，倾角小于 30 度为梁，否则为撑，
需要根据实际受力情况加以判断。斜梁以承担斜板传递的恒活荷载为主，例如斜屋面梁。斜撑以承
担侧向风、地震产生的轴向力为主，如柱间支承、加强层桁架内的撑杆等。斜撑与柱的验算方式相
同，但斜撑不进行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内力调整，不进行抗弯、抗剪配筋构造。
此外，对于钢框架内的斜撑，程序会根据周边构件的特点，判断为中心支撑、偏心支撑，其中
偏心支撑还有关联的偏心支撑柱、偏心支撑耗能梁段。按照《高层钢结构规程》，这些特殊支撑都有
较大内力增大系数，需要正确设置。
4.3.3 检查 Archi 构件合并情况
计算中在交点处断开的梁，需要恢复为完整梁构件进行验算。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内力调整需
要再按整个构件处理，配筋构造、挠度计算也一样，如果不合并、或合并不正确，将导致不正常的
配筋结果。
对于跨层柱、错层柱、细分的地外墙壁柱，程序自动按层、按上下梁连接情况进行合并，然后
按整个柱进行验算。对于特别复杂的楼面梁，在程序判断基础上可以人工干预。
4.3.4 检查特殊构件
特殊构件在规范验算中，有特殊要求。例如，连梁、转换梁与普通框架梁的抗剪验算公式不同，
悬臂梁的内力调整、配筋构造与框架梁不同，框支柱在与框架梁、转换梁连接的节点的强柱弱梁内
力调整方式不同。这就要求明确区分这些特殊构件。Archi 自动根据几何关系判断特殊构件，以减轻
用户工作量，但对于复杂结构应予核查。
4.3.5 检查保护层厚度。
保护层厚度关系构件有效高度 h0 的值，直接影响配筋。此外，梁顶面钢筋的层级较低的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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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保护层厚度也相应增加。
4.3.6 充分利用构件验算计算书。
Archi 输出各类梁、柱、墙规范验算的全部过程细节，包括各类内力调整的过程、调整系数值，
抗弯、抗剪、配筋计算、各类稳定验算系数。通过构件计算书，Archi 计算全部细节都展示在用户
面前，完全透明。
对于配筋、应力异常的构件，查看构件计算书注意如下几点：
a) 查看各类调整系数值是否正常。例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框-剪结构地震力调整、角柱框支柱
内力增大系数等，检查该构件的调整系数是否是正常值。
b) 可以输出工况内力，比较原始内力、规范调整后的内力，检查调整后有无异常增大。
c) 部分内力调整不是针对工况内力，而是针对组合设计内力、或者极限承载力，这样需要仔细
查看整个计算过程，检查有无异常数值。
d) 当进行性能设计时，Archi 同时进行小震、中震、大震验算，取配筋最大包络值，可以查看
每个阶段的配筋变化。
构件计算书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不但可以用于检查计算是否正常，工程师可以通过这些计
算细节，了解各类规范的每一项规定如何在一个构件中具体实现，有助于加深对规范的理解。
对于配筋、应力异常的情况，构件计算书几乎可以解决全部问题。实际上，对于用户反馈
的构件验算的问题，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仔细查看构件计算书。
4.3.7 正确理解挠度的意义
Archi 构件的挠度，是根据计算得到弯矩除以截面完全刚度(混凝土为规范长期刚度)，沿梁长度
积分得到变形曲线，然后标示跨中与梁两端的变形差值，这是一个近似的过程。构件合并得到单个
梁的长度不同、挠度也会不同。对于十字形、井字形次梁，在跨中相交部位的挠度并不完全相同。
注意长期挠度与有限元计算竖向变形的关系。对于混凝土梁，由于长期刚度小于弹性刚度，应
采用长期挠度值。对于钢梁，如果跨中没有次梁相接，采用 Archi 计算挠度值，这是准确的。如果
钢梁纵横相交、在跨中有节点，应采用有限元计算的竖向变形作为挠度值，该值更为准确。
Plots 混凝土大板挠度，是根据板的长期刚度 BLX、BLY 由有限元计算的结果，相对而言是个精确
值。首先，大板双向受力，Mx、My 相互偶联，不能简单采用梁的纵向积分的方法，需要有限元计算。
其次，由于考虑了一块板内双向弯矩的偶联、相邻板跨的影响，计算精度是很高的。

4.4 正确对待手工框算与软件结果
手工框算一下构件内力的范围，判断程序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做到心中有数，对于工程师而言
是应当的。但需要注意，手工框算的结果只宜比较大致范围，不宜比较具体数值。因为程序计算是
高精度计算，考虑到整体受力、包含更多因素，手工框算无法做到这点。
例如，工程师经常通过受荷面积框算柱轴力。但由于框架梁的传递剪力，端部第二柱受力大远
大于中柱，对板式楼盖这种差别更显著，与手工框算差别很大。再如，经常有工程师框算柱冲切荷
载，但基本都忽略了计算特别复杂的不平衡弯矩的因素，结果基本没有可比性。

4.5 正确对待软件之间的差异
不同软件之间也存在差异。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属于正常结果，如果存在较大的差别，用户应
客观分析。如果需要比较，也应从工况内力入手，找出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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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佳构在所有软件中是最为严谨的。软件从如下三个方面，确保计算结果的严谨性。
1) 单元精度高、算法精度高。算例测试表明，STRAT 的墙单元是目前所有软件中精度最高的，
板单元属于最好精度之列(与国外软件同级别)，变截面梁是当前唯一能达到精确解的。由于采用积分
算子发，STRAT 预应力是当前唯一能达到精确解的，也是唯一能正确计算加腋梁预应力问题的软件。
模型测试表明，STRAT 大震分析的中的纤维梁柱、剪力墙，其精度均超过国内外同类软件。单元是
计算基础，如果单元精度低、算法精度低，想得到好的计算结果根本不可能。如同钢筋、混凝土强
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结构不可能可靠一样。
2) 计算模型精细，且所有模型参数可核查。梁翼缘刚度增大区分 EA 和 EI，精细考虑梁/柱/墙/
板之间的重叠自重扣除，后处理显示具体值供核查。梁柱节点域刚臂、三维偏心等 Plots 也可图形显
示供核查(例如，PKPM、YJK 软件上述参数对用户都是不可见的)。大板楼盖板单元细分准确分区柱帽、暗梁、
附加梁处理柱截面域，Plots 显示各部分板的厚度、附加梁的具体图形。这些其它软件都做不到，软
件形成的模型是黑盒子。而通过间接的方式查看(例如软件数据接口)，会发现模型非常乱。程序是机
械的，粗糙的模型、甚至错误的模型不可能得到正确结果。同样，如果模型正确、模型精细，想得
到错误的结果也难！
3) 规范验算全透明，参数和过程都可核对。Archi 详细输出构件计算书，列出一个梁柱、墙所
有涉及到的内力调整参数，以及调整后的结果，用户可以跟踪核查。例如，程序通过设定环境参数
自动判定各类构件的保护层厚度，后处理可以图形显示，然后在构件计算书详细输出构件验算时每
个截面的具体采用的值，环环相扣，相互验证。而其他软件，这些都是黑盒子。
有非常多的事例，涉及梁柱墙、大板楼盖、预应力、大震弹塑性等各个领域，其他软件与 STRAT
结果不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是其他软件的问题(甚至是较为严重的问题)。可以见相关的算例材料。
STRAT 作为通用软件，功能上需要考虑更一般的情况。除建模、计算之外，构件规范验算也包
含了更多的因素。与 PKPM、YJK 等软件的主要差异如下：
1) 梁、楼板的配筋验算包含了轴力 N。轴压力能减小抗弯配筋、减小裂缝宽度，例如坡屋梁
使截面减小、钢筋量大幅度降低。而轴拉对混凝土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如果钢筋计算不考虑轴拉必
将存在安全隐含。Archi 验算结果判别中全截面受拉都用 L 字符标示，提示用户注意。与梁相同，
STRAT 板的配筋也包含了面内拉压应力的因素。
2) 抗扭箍筋、抗剪箍筋分开，抗剪箍筋沿截面均匀分布，扭箍筋周边分布，更充分地体现了规
范公式要求。

五、理解计算结果
绝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反馈的所谓“异常”，其实都不是异常，而是复杂特殊结构的内力、配筋
与以往经验不同而产生的疑惑。这时很多都附带问一句“为什么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极难回
答，类似于问为什么 1+1=2。
如果模型正确、荷载正确，计算结果自然是正确的。如果超出以往经验，应该努力去理解它。
回答“为什么这样”最恰当的回答是“是因为力学规律” 这当然等于没有回答，因为问的内容
不恰当了。总结规律较难，但规律之下是现象，我们可以认识现象，运用基本力学知识、甚至直观
想象去理解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积累经验、提高水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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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及时反馈问题
遇到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请及时反馈。软件总有一个通过大量实际工程磨合的过程。对于属
于软件漏洞的问题，我们绝对不会忽视。为了方便工作、提高效率，请注意如下事项：
1) 尽可能详细地描叙存在的问题，最好有 dwg、jpg、png 图形标示出现异常的构件位置。
2) 必须同时提供 Pre 文件。明显的错误往往很早就发现并处理了，程序的漏洞只能在特定条件
下才被触发。如果我们重建模型，往往并不能重现问题。
3) 只有在我们电脑上能重现的问题，才能被处理。如果在用户电脑上有异常，但我们电脑没有
异常，大多数与用户电脑系统配置有关。
4) 如果通过邮件联系，邮件标题不妨长一点：a) 写明需要解决的问题，b)注明所在单位名称。
这样便于在众多邮件内发现您的邮件。邮件内最好留下电话，有时需要询问一些细节问题。

【几个原则】
 变形正确，即计算正确。程序计算先得到变形，然后由变形计算内力。变形是结构整体计算结果，不确定因素多。
内力在单元内计算得到，过程很简单。
 宏观、整体的看变形，局部、构件的看内力。最后再看组合内力、配筋值。
 绝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异常”都不是异常，而是复杂特殊结构的内力、配筋与以往经验不同而产生的疑惑。
 程序是机械的，错误的模型不可能得到正确结果。如果模型正确，想得到错误的结果也难！
 如果模型正确、荷载正确，计算结果自然正确。如果超出以往经验，应该努力去理解它。总结规律较难，但规律
之下是现象，我们可以认识现象，运用基本力学知识、甚至直观想象去理解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积累经验、提
高水平的过程。
 佳构在所有软件中是最为严谨的，体现在三个方面：1)单元精度高、算法精度高；2) 计算模型精细，且所有模型
参数可核查；3)规范验算全透明，参数和过程都可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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