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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 年度浙江省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及相关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第二批）

的通知》（浙建设函〔2020〕443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

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参考有

关国家标准、国内外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

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为 8章和 6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基本规定，地震作用，结构抗震性能水准和性能目标，结构计算

分析，结构性能目标验算和评价，既有建筑改造加固抗震性能化

设计。

本标准中引用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强制性条文，虽未以黑

体字标志，但已在条文说明中说明，应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浙江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安吉路 18号，邮编：310006，邮

箱：ziadcode@163.com），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浙江省建设工程抗震技术委员会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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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做

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浙江省内新建建筑工程和既有建筑改造工程

的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1.0.3 建筑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

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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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of
structure

以结构抗震性能目标为基准的结构抗震设计。

2.1.2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 seismic performance levels of structure
对结构震后损坏状况及继续使用可能性等抗震性能的界定。

2.1.3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seismic performance objectives of
structure

针对不同的地震地面运动水准设定的结构抗震性能水准。

2.1.4 抗震措施 seismic measures
除地震作用计算和抗力计算以外的抗震设计内容，包括抗震构

造措施。

2.1.5 抗震构造措施 details of seismic design
根据抗震概念设计原则，一般不需计算而对结构和非结构各部

分必须采取的各种细部要求。

2.1.6 关键构件 key components
其失效可能引起结构连续破坏或危及生命安全严重破坏的构

件。

2.1.7 普通竖向构件 ordinary vertical components
除关键构件外的其他竖向构件。

2.1.8 耗能构件 energy-dissipation components
破坏后不影响承担竖向荷载、且其在破坏过程中起到消耗地震

能量作用的构件，包括连梁、框架梁、耗能支撑等。

2.1.9 构件变形限值 deformation limits of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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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承载力、损伤程度相对应的构件位移角、塑性铰转角、截面

曲率等变形指标的限值。

2.1.10 结构层次性能水准评价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 overall
structure

通过计算评定建筑结构在特定的地震作用下预期破坏的最大

程度，主要指标包括位移角、基底剪力和屈服次序。

2.1.11 构件层次性能水准评价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
structure members

通过计算构件内力评定构件在特定的地震作用下预期破坏的

最大程度。

2.1.12 混凝土损伤变量 concrete damage variable
表征混凝土微观损坏导致力学性能参数下降的变量。

2.2 符 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GES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EhkS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尚应乘以相应的增大系

数、调整系数；

EvkS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尚应乘以相应的增大系

数、调整系数；

wkS ——风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
EhkS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不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

的增大系数；
*
EvkS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不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

的增大系数；
*S ——重力荷载代表值与地震作用标准组合的构件内力，不

需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kS ——作用、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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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位移角；

——构件最大位移角。

2.2.2 材料性能和抗力

C20 ——表示立方体强度标准值为 20MPa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Ec —— 混凝土弹性模量；

Es —— 钢筋弹性模量；

Rd ——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Rk —— 构件承载力标准值；

Ru —— 构件承载力极限值；

fck、fc —— 分别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tk、ft —— 分别为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yk —— 普通钢筋强度标准值；

fy、fy’ —— 分别为普通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ak —— 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的强度标准值；

fspk —— 剪力墙墙内钢板的强度标准值；

[θ] —— 层间位移角限值；

[δ] —— 构件允许损坏程度对应的构件变形限值；

ρ —— 配筋率；

ρv —— 柱或约束边缘构件的箍筋体积配箍率；

ρsv —— 梁箍筋面积配箍率。

2.2.3 几何参数

A—— 构件截面面积；

Aa —— 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的截面面积；

Asp —— 剪力墙墙内钢板的横截面面积；

H—— 结构总高度、柱高度；

b —— 构件截面宽度；

h —— 构件截面高度；

l—— 剪跨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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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建筑结构宜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

1 甲类建筑、超过规范适用范围或特别不规则的建筑结构；

2 为满足震后特殊功能要求的建筑结构；

3 改造加固时部分结构构件抗震构造措施难以满足要求的既

有建筑结构；

4 按规定需要进行抗震性能化设计的其他建筑结构。

3.0.2 经抗震性能化设计的建筑结构，应具有合理的屈服机制和

良好的耗能能力，弹塑性耗能应发生在预设的区域、构件上，确

保结构在罕遇地震时具有合适的承载能力和足够的变形能力，避

免因局部构件或节点的破坏而导致整个结构丧失承载力。

3.0.3 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的新建建筑结构，其抗震构造措施仍

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

3.0.4 结构抗侧力体系的刚度或强度由抗风设计控制时，应确保

结构具有足够的抗风能力，且具有合理的耗能机制和屈服次序。

3.0.5 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的建筑结构，应按照相关标准和设计

文件所规定的要求进行施工；竣工后应进行定期的运维管理，以

保证结构满足预期的设计性能目标。

3.0.6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应注重概念设计，重视结构体系的选型

和平、立面布置的规则性，并加强构造措施。宜优先选用抗震和

抗风性能好且经济合理的结构体系。

3.0.7 结构体系及布置应根据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抗震设防烈

度、抗震性能目标、平面形状和立面形体、建筑高度、场地条件、

结构材料和施工技术等因素，同时考虑竖向荷载和风荷载，经技

术、经济和使用条件综合比较后确定。

3.0.8 建筑的平面、立面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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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的平面、立面布置宜规则、对称；平面内质量分布和

刚度变化宜均匀；减小刚度中心与质量中心间的偏心距，避免产

生过大的扭转；

2 相邻层的楼层侧向刚度和质量不宜突变；相邻层的抗侧力

结构或构件的承载力不宜突变，平面内同类抗侧力构件的刚度和

承载力宜均匀；

3.0.9 抗震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有明确的计算简图和合理的地震作用传递途径，相关的

构件和节点不应发生脆性破坏；

2 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稳定性、合适的刚度、必要的变形和

耗能能力、合理的屈服机制；

3 结构宜具有适当的冗余度，避免因部分结构或构件的破坏

而导致整个结构体系丧失承载能力；

4 基础应具有良好的整体性和抗转动能力，避免地震时基础

转动加重建筑震害；

5 对可能出现的薄弱层或软弱层，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加强。

3.0.10 结构楼、屋盖系统应能保证地震作用传递的可靠性和结构

稳定性。楼、屋盖应具有足够的面内刚度和整体性，采用装配整

体式混凝土楼、屋盖时，应采取措施保证楼、屋面的整体性及其

与竖向抗侧力构件的连接。

3.0.11 结构构件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控制截面尺寸、受力钢筋和箍筋的配置，

防止剪切破坏先于弯曲破坏、混凝土压溃先于钢筋屈服、钢筋的

锚固粘结破坏先于钢筋屈服；

2 钢结构体系应保证不发生整体失稳，局部构件的失稳不应

导致整体失稳破坏；

3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等级为一级的框架应采用有粘结预

应力钢筋，并配置足够的非预应力钢筋。

3.0.12 抗震结构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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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件节点的破坏不应先于与其连接的构件；

2 构件连接节点应有足够的承载力、刚度；

3 预埋件的锚固破坏不应先于与其连接的构件；

4 装配式结构的连接，应能保证结构的整体性；

5 预应力混凝土的预应力筋应在节点核心区外锚固。

3.0.13 结构宜采用高性能材料和高性能构件，填充墙体宜采用轻

质材料。

3.0.14 建筑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应根据结构重要性和复杂性，确

定结构抗震性能目标，通过定量分析，评价在不同地震水准作用

下的结构屈服模式和破坏程度。

3.0.15 建筑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时应确定结构中的关键构件、普

通竖向构件和耗能构件，提出不同地震水准作用下的承载力和延

性等抗震性能指标，评价构件损伤程度。

3.0.16 建筑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可按照图 3.0.16规定的流程进行：

1 根据建筑方案确定结构选型及布置；

2 结合实际情况选定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目标；

3 确定不同地震水准下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和耗能构件

的性能目标；

4 进行多遇地震下的结构设计；

5 不同地震水准下结构和构件的抗震性能评估；

6 性能目标均满足则结束性能设计；不满足则需进行性能目

标调整或加强抗震措施，直至各水准地震作用下结构均满足预定

的性能目标和性能水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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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16 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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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震作用

4.1 一般规定

4.1.1 抗震设防的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

类标准》GB 50223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及其抗震设防标准。

4.1.2 结构的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乙、丙、丁类建筑工程，应采用与建筑所在地区的抗震设

防烈度对应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场地特征周期；

2 甲类建筑工程应进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地震作用应按

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计算，其值应按批准的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结果确定。

4.1.3 场地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选择有利地段；

2 应避开不利地段；当无法避开时应考虑不利地段对设计地

震动参数可能产生的放大作用，并验算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稳定

性；

3 不应在危险地段建造甲、乙、丙类建筑；当无法避开时，

应进行专项审查，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险性后方可建造；

4 场地内存在发震断裂带时，应对断裂带的工程影响进行评

价，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要求。

4.1.4 对于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塌陷、地裂，并

可能影响工程安全的场地，以及地震时可能发生液化、震陷的土

层，应进行专项研究论证。

4.1.5 工程场地应根据岩石的剪切波速或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

地覆盖层厚度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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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我省主要城镇(县级及县级以上城镇)中心地区的抗震设防烈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和所属的设计地震分组，可按本规程

附录 A采用。

4.2 设计反应谱

4.2.1 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时，设计反应谱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中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4.2.2 建筑结构的地震影响系数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应根据烈度、场地类别、设计地震分组

和结构自振周期以及阻尼比确定。

2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不应小于表 4.2.2-1的规定。

表 4.2.2-1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地震影响
6度 7度 8度

0.05g 0.10 g 0.20 g

多遇地震 0.04 0.08 0.16

设防地震 0.12 0.23 0.45

罕遇地震 0.28 0.50 0.90

极罕遇地震 0.36 0.70 1.35

3 特征周期应根据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按表 4.2.2-2采用，

计算罕遇地震作用时，特征周期应增加 0.05 s，计算极罕遇地震作

用时，特征周期应增加 0.10 s。
表 4.2.2-2 特征周期（s）

设计地震分组 场地类别

I0 I II III IV

第一组 0.20 0.25 0.35 0.45 0.65

第二组 0.25 0.30 0.40 0.55 0.75

第三组 0.30 0.35 0.45 0.65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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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结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阻尼比调整和形状参数应采用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中的相关规定。

4.2.4 当工程结构处于发震断裂两侧 10km以内时，应计入近场效

应对设计地震动参数的影响。结构地震影响系数根据本规程 4.2.2
条确定，然后进行幅度和特征周期的调整。5km以内宜乘以增大

系数 1.5，5km以外宜乘以不小于 1.25的增大系数。多遇地震和设

防地震时对应的特征周期取值不宜小于 0.75s，罕遇地震和极罕遇

地震时对应的特征周期取值不宜小于 0.80s。
4.2.5 当工程结构处于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非岩

石和强风化岩石的陡坡、河岸与边坡边缘等不利地段时，应考虑

不利地段对水平设计地震参数的放大作用。放大系数应根据不利

地段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其数值不得小于 1.1，不大于 1.6。
4.2.6 特殊设防类建筑工程应进行建筑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地

震动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多遇地震，应通过各个主轴方向的各个振型所对应的

楼层剪力的对比分析，按地震安评结果和规范结果两者较大值采

用，计算结果应满足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的要求；

2 对于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地震动参数的取值可按规范规

定参数选用，也可取大于规范值的地震安评参数。

4.2.7 对设计工作年限超过 50年的结构，宜考虑实际需要和可能，

经专门研究后对地震影响系数作适当调整。

4.3 地震波选用

4.3.1 采用时程分析法时，应按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

用实际强震记录和人工模拟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其中实际强震记

录的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 2/3。
4.3.2 强震记录选取应当考虑控制建筑场地最大可能地震的震级、

距离、场地类别、震源机制等因素，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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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选用本场地或附近场地记录的地震动时程，也可选用与

本场地地质条件相似的场地记录的地震动时程；

2 同一次地震不同测点所测量的强震记录最多选取两条，同

一次地震或者同一台站的强震记录不宜超过总数量的 1/3；
3 可根据本规程附录 B提供的数据库和选波方法选用合适的

地震动记录。

4.3.3 进行结构时程分析时，输入地震加速度的最大值可按表

4.3.3采用。

表 4.3.3 时程分析时输入地震动有效峰值加速度（cm/s2）

设防烈度
6度 7度 8度

0.05g 0.10g 0.20g

多遇地震 18 35 70

设防地震 50 100 200

罕遇地震 125 220 400

极罕遇地震 160 320 600

4.3.4 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曲线有效持续时间不宜小于结构基本周

期的 5倍和 15s，且输入能量应在地震输入结束时逐渐趋近于零，

时间间距可取 0.01s或 0.02s。
4.3.5 进行结构弹性时程分析时，地震动加速度时程的选用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不少于 7 组符合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的

地震动加速度时程。

2 可采用单向或多向地震动输入。

3 多组时程曲线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振型分解反应

谱法所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每条时程曲

线计算所得结构底部剪力不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

65％，多条时程曲线计算所得结构底部剪力的平均值不应小于振

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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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向、双向地震动输入应与反应谱输入一致，计算所得底

部剪力结果分别比较。对于多向地震动输入，计算所得底部剪力

结果仅针对水平地震主方向。

4.3.6 进行结构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时，地震动加速度时程的选

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不少于 7 组符合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的

地震动加速度时程。当已采用 7组地震动加速度时程进行论证并

基本满足性能化设计要求时，也可选取 7 组中最不利的 3 组针

对关键部位或其他局部区域进行补充论证。

2 宜采用双向或三向地震动输入。当结构正反方向存在明显

抗震性能差异时，尚应分别沿正反方向分别进行输入和计算。

3 所选用的多组地震加速度时程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与

设计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

4.3.7 当取三组时程曲线进行计算时，结构地震作用效应宜取时

程法计算结果的包络值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较大值；

当取七组及七组以上时程曲线进行计算时，结构地震作用效应可

取时程法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较大

值。

4.3.8 当采用多向地震动输入时，水平次方向地震加速度峰值可

按水平主方向的 0.85倍进行调整，竖向地震加速度峰值可按水平

主方向的 0.65倍进行调整。

4.3.9 对平面投影尺度很大的空间结构和长线型结构，地震作用

计算时应考虑地震地面运动的空间和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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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和性能目标

5.1 一般规定

5.1.1 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的建筑结构，应分析结构方案的特殊

性、选用适宜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且结构抗震性能不应低于国

家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对基本抗震设防

目标的规定。

5.1.2 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应分别确定不同地震动水准下构件的

性能目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关键构件的性能目标不应低于普通竖向构件；

2 普通竖向构件的性能目标不应低于耗能构件；

3 构件的抗剪性能目标不宜低于抗弯性能目标。

5.1.3 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应根据选定的性能目标确定结构和构

件的抗震承载能力、变形能力等具体设计指标。抗震性能设计指

标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不同地震水准下结构的层间位移角要求；

2 不同地震水准下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要求；

3 不同地震水准下构件的变形、损伤程度控制，以及相应的

延性构造要求。

5.2 抗震性能水准

5.2.1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可根据地震作用下结构和构件的损坏程

度及继续使用的可能性分为 1、2、3、4、5五个水准。关键构件、

普通竖向构件、耗能构件在不同抗震性能水准下的预期震后性能

状况和损坏等级应符合表 5.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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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

结构抗震

性能水准

宏观损坏

程度

损坏部位与损坏等级 继续使用的

可能性关键构件 普通竖向构件 耗能构件

1
完好、

无损坏

无损坏

（L1）

无损坏

（L1）

无损坏

（L1）

不需修理即可

继续使用

2
基本完好、

轻微损坏

无损坏

（L1）

无损坏

（L1）

轻微损坏

（L2）

稍加修理即可

继续使用

3 轻度损坏
轻微损坏

（L2）

轻微损坏

（L2）

轻度损坏、部分中

度损坏

（L3~L4）

一般修理后可

继续使用

4 中度损坏
轻度损坏

（L3）

部分构件中度

损坏

（L3~L4）

中度损坏、部分比

较严重损坏

（L4~L5）

修复或加固后

可继续使用

5
比较严重

损坏

中度损坏

（L4）

部分构件比较

严重损坏

（L4~L5）

比较严重损坏

（L5）
需排险大修

注：1 表中 L1~L5 表示构件层次的损坏等级，详见本规程第 7章的相关规定。

2 表中“部分”指 30%以下。

5.2.2 不同抗震性能水准下结构的层间位移角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第 1性能水准的结构，宜小于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2 第 2性能水准的结构，宜小于 1.5倍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3 第 3性能水准的结构，宜小于 2倍~3倍弹性层间位移角限

值；

4 第 4性能水准的结构，宜小于 4倍~5倍弹性层间位移角限

值；

5 第 5性能水准的结构，宜小于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5.2.3 不同抗震性能水准下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设计指标宜满足表

5.2.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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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各性能水准的结构需满足的性能设计参考指标

结构抗震

性能水准

构件抗震承载力设计指标

关键构件 普通竖向构件 耗能构件

1
应满足弹性

设计要求

应满足弹性

设计要求

应满足弹性

设计要求

2
应满足弹性

设计要求

应满足弹性

设计要求

正截面应满足不屈服

斜截面应满足弹性

3
正截面应满足不屈服

斜截面应满足弹性

正截面应满足不屈服

斜截面应满足弹性

部分耗能构件可进入屈

服，但斜截面应满足不屈

服设计要求

4
正截面、斜截面应满足

不屈服设计要求

部分竖向构件进入屈

服，但截面抗剪应满足

受剪截面控制条件

大部分耗能构件允许进

入屈服阶段

5
正截面、斜截面宜满足

不屈服设计要求

较多竖向构件进入屈服

（同一楼层不宜全部屈

服），但截面抗剪应满

足受剪截面控制条件

绝大部分耗能构件进入

屈服；部分耗能构件可发

生较严重破坏

5.2.4 结构整体抗震性能在罕遇地震下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关键构件的受弯承载力不应超出其极限承载力，受剪承载

力不应超出其屈服承载力；

2 普通竖向构件，其变形需求超出延性变形能力限值时，不

应出现显著的承载力退化；

3 耗能构件，其变形需求超过极限变形能力限值后，不应出

现局部性坍塌；

4 楼层或整体不应出现过大的位移角或残余变形。

5.3 抗震性能目标

5.3.1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可分为 A、B、C、D四个等级，每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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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目标应与一组在指定地震水准下的结构抗震性能水准相对应。

不同抗震性能目标对应的最低抗震性能水准宜符合表 5.3.1的规定。

表 5.3.1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

地震水准
性能目标

A B C D

多遇地震（小震） 1 1 1 1

设防地震（中震） 1 2 3 4

罕遇地震（大震） 2 3 4 5

5.3.2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应综合考虑抗震设防类别、设防烈度、

场地条件、房屋高度、结构的复杂程度、建筑功能、建造费用、

震后损失和修复难易程度等因素选定，并应进行技术和经济可行

性分析。

5.3.3 沿海受台风影响地区、地震低烈度地区的高层建筑，结构

整体性能目标宜适当提高，且 6度（0.05g）设防地区不宜低于 C
级。

5.3.4 下列关键构件在设防地震作用下的抗震性能不宜低于结构

抗震性能水准 2对应的要求，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应低于结构抗震

性能水准 4对应的要求：

1 框支柱或转换柱；

2 框支梁、转换梁或转换桁架；

3 高位连体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及支承连体结构的竖向构

件；

4 加强层处与伸臂桁架或环带桁架相连的外框柱、核心筒等

竖向构件；

5 对结构整体刚度或局部承载具有显著影响的构件；

6 与斜柱直接相连的框架梁等对竖向抗侧力构件具有显著影

响的重要水平构件；

7 大悬挑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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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关键部位的楼面系统应具备足够的协调变形能力，保证结

构的整体性和可靠传力，不同地震水准作用下的混凝土楼板面内

主拉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多遇地震作用下，不宜超过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2 在设防地震作用下，不宜超过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3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楼板或楼面水平支撑不应出现大范围

的中度及中度以上损坏。

5.3.6 对于力学概念判断或计算分析确定的结构薄弱层、软弱层

及其他薄弱部位，宜采取提高构件承载力、延性构造等综合措施，

以确保结构与构件具有合理的延性屈服机制和合适的变形能力。

5.3.7 构件的抗震构造措施应满足在罕遇地震下的构件变形要求。

5.3.8 对于高宽比较大的高层建筑，当设防地震下底层外侧竖向

构件出现受拉或罕遇地震下抗倾覆验算基础底面出现零应力区时，

宜验算罕遇地震下地基基础的安全性。

5.3.9 为满足预期的抗震性能目标，可采用消能减震或隔震等技

术措施。采用消能减震或隔震时，可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消

能减震技术规程》JGJ 297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隔震设计标准》

GB/T 51408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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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计算分析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结构计算分析应根据分析对象的地震水准、力学特征、

分析内容、材料性能、评判标准及预期破坏等因素，选用合适的

分析方法。地震作用和和性能水准按本规程第 4章、第 5章有关

规定执行。

6.1.2 抗震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宜采用弹性分析方法进行抗震计

算；

2 设防烈度地震和罕遇地震作用下，第 1、第 2抗震性能水准

的结构，可采用弹性方法计算；

3 设防烈度地震和罕遇地震作用下，第 3性能水准的结构可

采用等效弹性方法计算，宜采用弹塑性方法进行验算；第 4、第 5
性能水准的结构可采用等效弹性方法计算，应采用弹塑性方法进

行验算。

6.1.3 采用消能减震技术的结构，应根据结构所处的状态选择分

析方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主体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且消能器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时，可采用弹性分析方法计算；

2 当主体结构进入弹塑性状态或消能器处于非线性状态时，

应采用等效弹性或弹塑性分析方法进行抗震计算；

3 当隔震结构的隔震装置进入非线性状态时，宜采用弹塑性

分析方法进行隔震结构以及隔震装置的承载力和变形验算；

4 对于结构高宽比大于 4、结构高度大于 60m、多塔隔震、连

体隔震、错层隔震等复杂隔震结构，应采用弹塑性分析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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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验算。

6.1.4 下列结构的分析应采用动力分析方法进行补充验算：

1 平面或竖向特别不规则的结构，特别是具有明显薄弱部位

的结构；

2 大底盘多塔结构、连体结构、竖向构件多次转换等复杂结

构；

3 竖向收进较大或竖向刚度突变较多的结构，以及针对屋顶

塔冠、桅杆或其它次结构的子结构分析；

4 B级高度或高阶振型影响较大的高层建筑，容易出现扭转

变形的结构；

5 采用速度型阻尼器的消能减震结构，隔震结构。

6.1.5 弹塑性分析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大跨度空间结构可采用基于弹性的抗震分析及设计验算，

必要时补充采用时程分析方法进行弹塑性分析；

2 对于高层建筑，当高度不超过 150m、平立面规则、以第一

阶平动振型为主、且高阶振型影响不显著的高层建筑结构，可采

用静力推覆方法进行弹塑性分析；

3 对于高层建筑，当高度超过 200m时，应采用动力弹塑性分

析方法；

4 对于高层建筑，当高度超过 300m或跨度超过 120m时，应

进行 2个不同软件且独立建模的动力弹塑性分析。

6.1.6 应采用得到试验验证的、国内外标准认可的材料层次、构

件层次以及结构层次弹塑性模型；应采用得到试验验证的、或经

过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弹塑性分析软件。钢筋、混凝土材料的本

构关系宜通过试验分析确定，也可按本规范附录 C采用。

6.1.7 结构分析中应采用合适的阻尼参数。有关阻尼参数可按以

下规定取值：

1 多遇地震下的弹性计算可采用相关规范规定的结构阻尼比，

构件内力计算时宜比整体指标计算时适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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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分析可采用瑞利阻尼、振型阻尼或其

它简化阻尼输入方法。所采用的阻尼输入方法，由弹性时程分析

得到的每组地震波对应的地震力和位移，应与振型叠加法得到的

结果基本一致。结构初始阻尼比可按小震阻尼选取，且不小于

0.025。
3 罕遇地震下，将构件塑性耗能折算到结构等效阻尼比中进

行等效弹性分析时，等效阻尼比可根据结构体系和材料类型在弹

性分析阻尼比的基础上增加 0.01~0.04，也可采用静力弹塑性推覆

结果或动力弹塑性分析结果反算得到等效阻尼比。

4 设置速度型阻尼器的结构，宜按阻尼器及其支撑构件的实

际刚度与耗能参数建模并进行动力分析；当采用静力分析时，应

充分论证附加等效阻尼的准确性。

6.1.8 建筑结构计算分析时宜考虑施工过程的影响。下列情况应

以施工全过程完成后的状态为初始状态：

1 复杂结构及高度不小于 150m 的高层和高耸结构；

2 跨度不小于 60m 的空间结构和其他柔性空间结构；

3 存在较大悬挑长度构件的建筑结构；

4 悬索结构、张弦结构等存在预应力拉索的建筑结构；

5 施工中存在构件延迟安装的建筑结构；

6 材料特性和施工过程对结构内力有显著影响的建筑结构。

6.1.9 结构弹塑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揭示结构的传力途径及屈服机制；

2 应能验证结构是否具备必要的承载能力、良好的变形能力

及耗能能力；

3 应能反映因部分结构或关键构件破坏是否会导致整个结构

丧失对重力荷载的承载能力或抗震能力；

4 应能为合理的结构二道（多道）防线设计提供量化依据；

5 应能确定结构的薄弱楼层及薄弱部位，为采取措施提高结

构抗倒塌能力提供量化依据。



22

6.2 结构分析模型

6.2.1 结构计算应根据结构实际情况确定分析模型，所选取的分

析模型应正确、合理地反映地震作用的传递途径和结构中各构件

的实际受力状况。体型复杂、结构布置复杂以及现行行业标准《高

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规定的 B级高度高层建筑应采

用至少两个不同力学模型的结构分析软件进行整体计算。

6.2.2 计算模型的材料特性、单元类型、构件尺寸、节点构造、

边界条件、支座刚度、楼层质量等均应与实际情况相符；弹塑性

分析模型相对于弹性分析模型可有所简化，但二者在多遇地震下

的线性分析结果应一致；弹塑性分析模型尚应计入重力二阶效应，

准确考虑钢筋和型钢布置，并按实际材料特性建模。

6.2.3 对楼板进行分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弹性分析时，一般楼层的楼板可采用整层刚性或分块刚性

的隔板假定；对于转换层、加强层和桁架弦杆所在楼层，进行整

体指标计算时宜采用弹性楼板，进行构件验算应采用弹性楼板；

2 弹塑性分析时，一般楼层的楼板可采用弹性壳单元；加强

层楼板、转换层楼板、刚度明显削弱的楼板、以及其它处于复杂

受力状态的楼板应采用弹塑性模型，必要时可采用零楼板模型复

核罕遇地震下构件承载力。

6.2.4 弹塑性分析时，应选用能考虑材料弹塑性和几何非线性能

力的单元模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弹塑性构件可采用基于材料或基于构件的非线性模型，必

要时应与构件的实际非线性性能进行对比验证；弹塑性动力分析

中材料或构件的非线性模型，应采用往复作用下的滞回本构关系

模型；

2 框架梁、框架柱和支撑可采用纤维束模型，框架梁和框架

柱也可采用塑性铰模型或塑性区非线性弹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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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剪力墙宜采用非线性分层壳模型，平面内单元网格尺寸以

及平面外计算分层数量应能反映剪力墙的可能损伤破坏状态；弯

曲受力为主的剪力墙可采用弹塑性纤维单元等简化墙单元模型，

应正确考虑剪切刚度及剪切非线性破坏的影响；剪力墙约束边缘

构件的暗柱、端柱应采用合理的单元进行模拟，并应与剪力墙的

其他部位变形协调；

4 混凝土连梁宜采用壳单元模型，当跨高比小于 3时应采用

非线性分层壳单元模型，连梁平面内单元网格尺寸应能反映连梁

的可能损伤破坏状态；当连梁跨高比大于 5 时可采用一维杆系单

元模型；

5 转换梁所采用的单元模型应能反映其真实受力状态，当被

转换构件为剪力墙时，转换梁应采用三维实体单元或壳单元模拟，

被转换构件为框架柱时转换梁可采用杆单元模拟，当转换梁跨高

比小于 3时应采用三维实体单元或壳单元模拟；

6 巨柱等大尺度构件可采用实体单元或壳元进行模拟，并应

注意与梁单元或壳单元在连接处的变形协调性；

7 钢管混凝土构件可考虑钢管约束对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和

受压变形能力的影响；普通混凝土构件宜考虑箍筋约束作用对变

形能力的影响；对宽厚比较大的钢结构构件，应考虑板件屈曲对

承载力的不利影响；

8 当节点性能明显影响到结构抗震性能时，应对节点性能进

行合理的模拟；

9 消能减震构件、隔震支座应选用能够准确模拟产品非线性

受力、滞回性能的单元类型。

6.2.5 采用通用有限元软件进行抗震性能化分析时，应选用合适

的单元类型，以保证计算精度。变形较大的构件或破坏较严重的

节点，宜进行局部精细有限元分析。

6.2.6 结构分析中采用的材料强度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构件承载力按设计值复核时采用材料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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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构件承载力按标准值复核时采用材料强度标准值；

3 结构构件承载力按极限值复核时采用材料最小极限强度值。

6.2.7 高层建筑结构的整体非线性分析，计算模型底部应取至嵌

固端所在位置。地下室不满足嵌固要求时，计算模型应包含地下

室部分，地下室周边回填土刚度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

6.2.8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进行非线性分析时，宜根据节

点和接缝在受力全过程中的特性选用合适的计算模型。

6.3 弹性分析与等效弹性分析

6.3.1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和振型叠加时程分析法进行抗震分

析时，选取的振型数量应满足振型参与质量不小于结构总质量的

90%。

6.3.2 多遇地震弹性分析时，可采用构件的弹性刚度进行计算，

可适当考虑混凝土开裂引起的连梁刚度折减。框架梁和连梁等构

件可考虑塑性变形引起的内力重分布。罕遇地震等效弹性分析时，

不宜考虑楼板对构件的刚度放大影响。

6.3.3 当预期的弹塑性变形不大时，可采用等效弹性分析法计算，

计算时宜综合考虑混凝土开裂和损伤、钢筋或钢材塑性变形等情

况，对构件刚度进行折减。

6.4 静力弹塑性推覆分析

6.4.1 静力弹塑性推覆分析应采用空间模型对结构进行推覆分析，

以重力荷载施加完成后作为初始状态，侧向力分布模式可根据结

构特性选取，同时考虑材料或构件弹塑性性能。

6.4.2 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进行抗震性能分析时，结构每个主轴

方向应至少从下面两组侧力模式中分别选取一种对结构进行推覆

分析：

1 第一组是与振型相关的侧力模式，包括“考虑高度影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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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式”、“第一振型侧力模式”、“振型组合侧力模式”。

2 第二组侧力模式，包括“倒三角形分布模式”“均布侧力

模式”、“自适应侧力模式”。

6.4.3 每个主轴正负方向均应进行侧向力加载分析，并取地震效

应最大者用于设计。对于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当斜交角度

大于 15度时，应补充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推覆分析。当结构存在

地震最不利方向时，应补充沿最不利方向的推覆分析。结构基本

对称时，位移控制点宜取结构顶部楼层的质心。

6.4.4 静力弹塑性分析时应提供控制点位移与基底剪力之间的关

系，其中控制点的位移数值区间为从 0至 1.5倍目标位移，可采用

能力谱法或其他经过验证的方法来计算目标位移值。采用能力谱

法时，地震需求谱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得到，或由建筑场地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提供的地震作用反应谱得

到。

6.4.5 静力弹塑性分析在建立性能点位移与基底剪力关系时，性

能点的确定可采用能力谱法、目标位移法或其他经过验证的方法。

采用能力谱法时应合理设置有效阻尼来反映构件的刚度退化、强

度损失、滑移及挤压等特性，计算弹塑性需求谱时应考虑阻尼变

化对弹性反应谱进行折减。

6.4.6 静力弹塑性分析应输出基底剪力指标、内力及位移指标、

构件出铰状态指标、材料应变指标、塑性铰骨架曲线及纤维的应

力-应变曲线等结果，并根据材料应变或构件变形来判断结构及构

件的抗震性能。

6.4.7 应结合性能目标，分析多遇地震和罕遇地震下的对应结构

变形状态，并从结构位移、构件承载力、等效阻尼比、屈服铰的

数量和分布综合判断计算结果的可信程度。当推覆性能点无法得

到时，应提高结构抗震能力，如增加抗侧力构件的承载力、采取

更加严格的抗震构造措施等，也可采用消能减震技术增加结构附

加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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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动力弹塑性分析

6.5.1 弹塑性时程分析时，可采用隐式或显式直接积分方法进行

求解。采用隐式积分法求解时，指定的分析时间步长不宜大于 0.02s，
应保证每加载时间步的收敛性；采用显式积分法求解时，分析时

间步长应满足显式计算时的稳定性要求。

6.5.2 动力弹塑性分析的输出结果应包含内力、位移、应力、应

变和能量等指标，以及时程曲线、滞回曲线、结构开裂和屈服顺

序，并以此判断结构整体抗震性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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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构性能目标验算和评价

7.1 一般规定

7.1.1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验算和评价应包括结构层次和构件层次

的验算和评价。

7.1.2 结构构件的宏观损坏程度从小到大可定义为无损坏、轻微

损坏、轻度损坏、中度损坏、比较严重损坏和严重损坏等 6个等

级，损坏等级与宏观损坏程度的对应关系应符合表 7.1.2的规定。

表 7.1.2 损坏等级与宏观损坏程度的对应关系

损坏等级 损坏程度

L1 无损坏

L2 轻微损坏

L3 轻度损坏

L4 中度损坏

L5 比较严重损坏

L6 严重损坏

7.1.3 结构层次的验算和评价应包括位移指标、基底剪力、屈服

机制及次序等。

7.1.4 屈服机构中的不屈服构件应验算其承载力，屈服机构中的

屈服构件应评价验算其承载力或评价其损伤，并满足本规程 7.3
节的相关要求。

7.1.5 构件层次的抗震性能水准评价，可采用基于材料应变的评

价，也可采用基于构件整体变形的评价。

7.1.6 安全等级为一级的高层建筑结构应满足抗连续倒塌概念设

计要求；有特殊要求时，可按本规程 7.4节要求进行抗连续倒塌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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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结构整体性能评价

7.2.1 位移指标评价应包含层间弹塑性位移角、顶点位移时程曲

线、整体结构残余变形等，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结构薄弱部层（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应满足表 7.2.1的
限值要求。

表 7.2.1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体系 [θP]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1/50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

框架-核心筒结构、板柱-剪力墙结构 1/100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和筒中筒结构 1/120

除框架结构外的转换层 1/120

多、 高层钢结构 1/50
注：对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当轴压比小于 0.4时，可提高 10%；当柱

子全高的箍筋大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规定的

最小体积配箍率大 30%时，可提高 20%，但累计不超过 25%。

2 大震弹塑性计算的顶点位移时程曲线应正确反映整体结构

在地震波下的整体位移响应情况，并宜与大震弹性时程作比较。

3 宜通过大震弹塑性计算的结构整体塑性残余变形来判断结

构薄弱部位，并与大震弹性计算结果进行比较。

7.2.2 应判断大震弹塑性计算的基底剪力最大值和剪力时程的合

理性，宜与弹性计算的基底剪力比较。

7.2.3 抗震设防的建筑结构在地震作用下其结构构件应有合理的

屈服次序。首先屈服的构件应为耗能构件，然后普通竖向构件，

最后是关键构件。当构件损伤较小无法判断其屈服顺序时，宜按

高一度的地震作用进行评价。

7.3 结构构件抗震性能水准的验算和评价

7.3.1 不同抗震性能水准对应的结构构件抗震性能验算和评估宜



29

符合表 7.3.1的规定。对于结构构件的正截面宜采用验算方式或评

价方式，对于结构构件的斜截面宜采用验算方式。

7.3.1 结构构件的抗震性能验算和评价方法及要求

性能

水准

验算截

面

构件类型

关键构件
普通竖向构件

及重要水平构件
耗能构件

1 正截面 弹性验算 弹性验算 弹性验算

斜截面 弹性验算 弹性验算 弹性验算

2
正截面 弹性验算 弹性验算

不屈服验算

或损伤评价（L2）

斜截面 弹性验算 弹性验算 弹性验算

3
正截面 不屈服验算

不屈服验算

或损伤评价（L2）

极限验算

或损伤评价（L4）

斜截面 弹性验算 弹性验算 不屈服验算

4
正截面

不屈服验算

或损伤评价（L3）

极限验算

或损伤评价（L4）
损伤评价（L5）

斜截面 不屈服验算 最小截面验算 最小截面验算

5
正截面

不屈服验算

或损伤评价（L4）
损伤评价（L5） 损伤评价（L6）

斜截面 不屈服验算 最小截面验算 最小截面验算

7.3.2 当采用验算方式时，宜采用弹性计算方法、等效弹性计算

方法或静力弹塑性推覆分析方法，并满足本规程第 6章的相关要

求；对于罕遇地震下的关键构件验算，尚可采用 7组时程动力弹

塑性分析得出的最大内力平均值，内力组合应满足 7.3.3条的相关

要求。

7.3.3 不同抗震性能水准的结构可按下列规定进行设计：

1 第 1性能水准的结构，应满足弹性设计要求。在多遇地震

作用下，其承载力和变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市政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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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500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等的有关规定；在设防烈

度地震作用下，结构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式（7.3.3-1）。
* *

G GE Eh Ehk Ev Evk d RES S S R      （7.3.3-1）
式中： dR 、 RE ——分别为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和承载力抗震调整系

数；

GES ——重力荷载代表值；

G 、 Eh 、 Ev ——分别为重力荷载、水平地震作用、竖向地

震作用的分项系数；
*
EhkS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内力，不考虑与抗震等

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
EvkS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内力，不考虑与抗震等

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2 第 2性能水准的结构，在设防烈度地震或预估的罕遇地震

作用下，关键构件及普通竖向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宜符合式（7.3.3-1）
的规定；耗能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宜符合式（7.3.3-1）的规定，其正

截面承载力应符合式（7.3.3-2）的规定。
* *

GE Ehk Evk k0.4S S S R   （7.3.3-2）
式中： kR ——截面承载力标准值，按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

3 第 3性能水准的结构应进行弹塑性计算分析。在设防烈度

地震或预估的罕遇地震作用下，关键构件及普通竖向构件的正截

面承载力应符合式（7.3.3-2）的规定，水平长悬臂结构和大跨度结

构中的关键构件正截面承载力尚应符合式（7.3.3-3）的规定，其受

剪承载力宜符合式（7.3.3-1）的规定；部分耗能构件进入屈服阶段，

但其受剪承载力应符合式（7.3.3-2）的规定。
* *

GE Ehk Evk k0.4S S S R   （7.3.3-3）
4 第 4性能水准的结构应进行弹塑性计算分析。在设防烈度

地震或预估的罕遇地震作用下，关键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式

（7.3.3-2）的规定，水平长悬臂结构和大跨度结构中的关键构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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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承载力尚应符合式（7.3.3-3）的规定；部分竖向构件以及大部

分耗能构件进入屈服阶段，但钢筋混凝土竖向构件的受剪截面应

符合式（7.3.3-4）的规定，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受剪截面应符

合式（7.3.3-5）的规定。在预估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部位的

层间位移角应符合本规程第 7.3.2条的规定。
*

GE Ek ck 00.15V V f bh  （7.3.3-4）
*

GE Ek ak a spk sp ck 0( ) (0.25 0.5 ) 0.15V V f A f A f bh    （7.3.3-5）
式中： GEV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构件剪力（N）；

*
EkV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剪力（N），不需考虑与抗震

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ck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N/mm2）;

akf ——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的强度标准值（N/mm2）;

aA ——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的截面面积（mm2）；

spkf ——剪力墙墙内钢板的强度标准值（N/mm2）；

spA ——剪力墙墙内钢板的横截面面积（mm2）。

5 第 5性能水准的结构应进行弹塑性计算分析。在预估的罕

遇地震作用下，关键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宜符合式（7.3.3-2）的规定；

较多的竖向构件进入屈服阶段，但同一楼层的竖向构件不宜全部

屈服；竖向构件的受剪截面应符合式（7.3.3-4）或（7.3.3-5）的规

定；允许部分耗能构件发生比较严重的破坏。

7.3.4 钢筋混凝土、型钢混凝土、钢管混凝土以及钢构件的结构

抗震性能水准评价准则可分为：

1 材料应变或材料损伤变量；

2 构件弦转角或曲率。

7.3.5 混凝土材料可根据弹塑性分析所采用本构对应的压应变作

为损伤评价准则，当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附录 C的混凝土材料损伤本构模型时，可按表 7.3.3进
行性能判定；当软件分析结果可提供混凝土弹塑性损伤变量参数

时，宜按混凝土弹塑性损伤变量作为评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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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5 混凝土材料不同损坏等级对应的受压损伤变量和受压应变限值

类型
损坏等级

1 2 3 4 5 6

受压应变 ≤ 0.5��,� ≤1.0��,� ≤1.5��,� ≤1.0��� ≤1.5��� >1.5���
受压损伤变量 ≤0.01 ≤0.2 ≤0.5 ≤0.65 ≤0.8 >0.8

注：��,�为混凝土的峰值压应变；���为混凝土的极限压应变。

7.3.6 钢筋或型钢混凝土构件宜根据混凝土受压损伤变量和钢筋、

钢材的拉应变，并结合变量分布情况以最不利情况确定损坏等级

钢筋和钢材宜根据表 7.3.6进行判定。对于纤维梁单元模拟的梁柱

构件，判断的损伤值和塑性应变值宜按构件内单元的最大值确定，

斜截面破坏等级宜根据分析过程中的最大内力确定；对于壳单元

模拟的剪力墙和楼板等构件，判断的损伤值和塑性应变值宜按单

元的面积加权平均值确定。

表 7.3.6 混凝土构件损坏等级的对应关系

损坏等级 1 2 3 4 5 6

混凝土 按 7.3.4条

钢筋拉应变 ≤ �� ≤ 0.015 ≤ 0.030 ≤ 0.050 ≤ 0.080 > 0.080

钢材拉应变 ≤ �� ≤ 0.010 ≤ 0.015 ≤ 0.025 ≤ 0.040 > 0.040

注：表中为��钢筋/钢材屈服应变。

7.3.7 基于构件弹塑性位移转角的混凝土构件评价准则见附录 D。
7.3.8 钢构件的损坏等级应依据整体有限元模型的弹塑性计算结

果进行评定，有限元模型中梁、柱、支撑、钢板剪力墙应合理划

分单元，单元数量应能反映构件的实际变形，必要时按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要求，补充初始缺陷条件下

的模型计算，以充分考虑钢结构和构件在大震作用下的稳定。

7.3.9 当采用应变作为广义变形指标进行性能评价时，对于受弯

构件，宜根据构件截面等级，按图 7.3.9和表 7.3.9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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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9 钢构件弯矩-曲率与损坏等级关系

表 7.3.9 受弯钢构件不同损坏等级对应的应变限值

截面

等级

损坏等级应变限值

1 2 3 4 5 6

S1 ≤ �� ≤4.5�� ≤8�� ≤12�� ≤15�� ≤15��

S2 ≤ �� ≤2.5�� ≤3.5�� ≤5�� ≤8�� ≤8��

S3 ≤ �� ≤2.0�� ≤3.0�� ≤4�� ≤5�� ≤5��

S4 ≤ �� ≤1.5�� ≤2.0�� ≤3�� ≤4�� ≤4��

注：表中为��钢材屈服应变。

7.3.10 当采用转角作为广义变形指标进行性能评价时，可参考附

录 E。

7.4 结构防地震倒塌性能分析

7.4.1 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法或弹塑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建筑结构

抗地震倒塌计算时，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弹塑性层间位移小于表

7.2.1限值时，应认为其在地震作用下不发生倒塌。

7.4.2 结构防倒塌性能设计，可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法和本规程

附录 F提供的基于增量动力分析方法的倒塌易损性分析法。

7.4.3 结构防倒塌计算时宜采用三维计算模型。计算模型应符合

结构的实际受力状态，构件的材料、尺寸、配筋等应与结构实际

情况一致。必要时，亦包括结构的地下部分、基础和地基。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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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重力二阶效应和大变形的影响。且不应采用刚性楼板假定。

7.4.4 建筑结构防倒塌计算时，材料强度宜取标准值。有依据时，

可取实测材料强度的平均值。

7.4.5 倒塌分析所用阻尼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的阻尼模型可采用瑞利阻尼模型。当采用其它阻尼模

型时，应有依据；

2 结构阻尼比可取 5%；

3 减隔震结构中消能构件和隔震构件的阻尼参数取值应有依

据。

7.4.6 当楼梯、填充当墙或其它非结构件会显著结构动力响应时，

应考虑其不利影响。

7.4.7 倒塌分析采用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建筑结构抗地震倒塌计算时，

地震动可按本规程 4.3节确定。

2 采用倒塌易损性分析法进行建筑结构抗地震倒塌计算时，

应选用不少于 20组符合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的实际地

震加速度时程记录，其原始地震记录峰值加速度不应小于 0.10g，
峰值速度不应小于 12.5cm/s2，同一地震事件中选用的地震记录数

不宜超过 2 组；当采用多向输入时，各方向地震动输入比例宜采

用原始记录的比例关系。

7.4.8 倒塌分析所采用的计算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期在地震作用下可能屈服的结构构件模型应采用弹塑性

模型；预期不屈服的结构构件模型可采用线弹性模型，但应检查

计算结果是否满足预期假定；

2 结构构件的弹塑性力学模型可采用基于材料的应力-应变

模型或基于构件的力-变形模型；

3 约束混凝土及约束混凝土构件，应考虑约束对混凝土受压

变形的影响；圆钢管混凝土及圆钢管管混凝土柱，还应考虑钢管

约束对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的影响；钢结构宜考虑节点域剪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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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响；

4 构件初始受力状态应为结构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状态，

竖向构件及轴力影响不可忽略的水平构件应考虑轴力的影响。

7.4.9 倒塌分析选用单元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梁、柱构件宜采用弹塑性纤维梁单元，塑性角位置明

确的构件也可采用设置集中塑性铰的梁单元；

2 剪力墙构件宜采用分层壳单元，规则墙体也可采用墙单元

（如多垂直杆单元或弹塑性纤维单元）；

3 跨高比大于 5的混凝土连梁或钢连梁可采用梁单元；跨高

比不大于 5的混凝土连梁和钢连梁可采用设置集中塑性铰的梁单

元、非线性弹簧单元或分层壳单元；

4 屈曲约束支撑可采用桁架杆单元或非线性弹簧单元；

5 减隔震结构中消能减震构件弹塑性模型应有相应依据；楼

板宜采用弹塑性楼板模型。

7.4.10 建筑结构抗地震倒塌时程分析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认

为其在地震作用下发生倒塌：

1 地震动输入结束后，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结构位移

呈增大趋势或位移时程曲线呈发散趋势；

2 任一楼层的层间位移角峰值的包络值大于 0.045；
3 结构竖向变形量影响结构安全使用空间或冲击到下部楼层

构件。

7.4.11 抗地震倒塌风险分析时，结构的倒塌概率不大于表 7.4.11
规定的可接受最大地震倒塌概率时，可认为其满足地震抗倒塌要

求。

图 7.4.11 结构可接受最大地震倒塌概率(％)

地震影响 丙类建筑 乙类建筑

罕遇地震 5 1

极罕遇地震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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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既有建筑改造加固抗震性能化设计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可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改造加固抗震性能化设计。

8.1.2 既有建筑抗震加固前，应根据设防烈度、抗震设防类别、

后续使用年限和结构类型等，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GB 50023的有关规定进行抗震鉴定。

8.1.3 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应根据后续工作年限确定安全、经济、

可行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8.1.4 既有建筑应根据后续工作年限分为三类：后续工作年限为

30年以内（含 30年）的建筑，简称 A类建筑；后续工作年限为

30年以上 40年以内（含 40年）的建筑，简称 B类建筑；后续工

作年限为 40年以上 50年以内（含 50年）的建筑，简称 C类建筑。

8.1.5 既有建筑改造，其材料性能应考虑建成时的生产条件和质

量监管等影响，并结合其腐蚀、碳化等耐久性影响进行适当的折

减。当材料受抽样检测的条件限制时，宜考虑材性不确定性引起

的折减，且应评估混凝土结构实际构造对抗震性能的影响。

8.1.6 既有建筑抗震构造措施不能满足现行标准相关要求时，可

采用本标准规定的抗震性能化加固方法。

8.2 既有建筑改造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

8.2.1 既有建筑性能化加固设计时，应结合建筑实际特点及业主

需求选择合理的抗震性能目标，并采取满足预期性能目标的抗震

措施。

8.2.2 改造加固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水准按表 5.2.1执行。

8.2.3 改造加固建筑结构各性能水准的楼层层间位移角指标与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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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承载能力要求符合表 8.2.3。
表 8.2.3 结构构件实现加固性能目标的层间位移指标和构件承载力要求

性能

水准

宏观损坏

程度

楼层层间位

移角

损坏部位

关键构件 普通竖向构件 耗能构件

1 无损坏 ≤[Δue] 弹性设计 弹性设计 弹性设计

2 轻微损坏
（1.0～

1.5][Δue]
弹性设计 弹性设计 不屈服设计

3 轻度损坏
（1.5～

2.0][Δue]

抗剪弹性

抗弯不屈服设

计

不屈服设计
抗弯部分屈服

抗剪不屈服

4 中度损坏
（2.0～

4.0][Δue]
不屈服设计

部分构件抗弯屈服

抗剪满足截面控制要

求

大部分构件抗弯屈服

抗剪满足截面控制要

求

5
比较严重

损坏
≤0.9[Δup] 不屈服设计

大部分构件抗弯屈服

抗剪满足截面控制要

求

下降至 90%极限值

抗剪满足截面控制要

求

注：1 区间符号“（”表示不包括下限数据，“]”表示包括上限数据。

2 [Δue]为弹性层间位移，[Δup]为弹塑性层间位移。

8.2.4 性能化加固应根据采取的性能目标，进行多遇地震、设防

地震和罕遇地震下不同性能水准的构件承载力复核和结构变形验

算。性能水准 1、2、3可按弹性分析计算，性能水准 4和 5应按

动力弹塑性分析。

8.2.5 不同后续使用年限建筑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后续使用年限为30年的A类建筑的构造措施宜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A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抗震

鉴定中第一级鉴定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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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续使用年限为 40年的B类房屋的构造措施宜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B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抗震

鉴定中抗震措施鉴定的相关规定。

3 后续使用年限为 50年的C类房屋的构造措施应满足国家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 50010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有

关规定。

4 采用抗震性能化技术加固时，构造措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或满足本标准的相关要求。

8.2.6 钢筋混凝土结构采用性能化设计进行加固时，可根据罕遇

地震下的楼层弹塑性位移角确定相应的构造措施，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罕遇地震下最大层间位移角不大于 1.2[Δue]时，B、C类钢

筋混凝土房屋宜按不低于 6度采用抗震构造措施，A类钢筋混凝

土房屋可按非抗震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构造措施采用。

2 罕遇地震下最大层间位移角为（1.2～2.0][Δue]时，B、C类

钢筋混凝土房屋可按常规设计的有关规定降低两度且不低于 6度
采用，A类钢筋混凝土房屋宜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GB50023不低于 A类建筑的构造措施采用。

3 罕遇地震下最大层间位移角为（2.0～4.0][Δue]时，B、C类

钢筋结构混凝土房屋可按常规设计的有关规定降低一度且不低于

6度采用，A类钢筋混凝土房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GB50023的 A类房屋构造措施采用。

8.2.7 钢筋混凝土柱箍筋加密区最小配箍特征值可根据罕遇地震

下楼层弹塑性位移角，按表 8.2.7取值。框支柱和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框架柱，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表 8.2.7 钢筋混凝土柱箍筋加密区最小配箍特征值

位移角
柱轴压比

≤0.4 0.5 0.6 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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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0.110 0.130 0.150 0.170 0.200 0.230

1/75 0.043 0.057 0.072 0.086 0.101 0.115

1/100 0.024 0.035 0.046 0.057 0.068 0.079

1/150 0.010 0.015 0.020 0.025 0.032 0.040

8.2.8 钢筋混凝土梁、连梁箍筋加密区最小配箍特征值可根据罕

遇地震下梁反弯点处弹塑性位移角，按表 8.2.8-1~3取值。

表 8.2.8-1 钢筋混凝土梁加密区最小配箍特征值（1≤λ<2）

位移角
λv

ξu=0.15 ξu=0.20 ξu=0.25 ξu=0.30 ξu=0.35

1/50 0.12 0.14 0.16 0.18 0.21

1/75 0.07 0.08 0.10 0.11 0.13

1/100 0.04 0.05 0.06 0.07 0.09

注：ξu为框架梁相对受压区高度，λ为梁剪跨比。

表 8.2.8-2 钢筋混凝土连梁加密区最小配箍特征值（2≤λ<3）

位移角
λv

ξu=0.15 ξu=0.20 ξu=0.25 ξu=0.30 ξu=0.35

1/50 0.09 0.11 0.13 0.15 0.17

1/75 0.05 0.06 0.07 0.09 0.10

1/100 0.03 0.04 0.05 0.06 0.07

表 8.2.8-3 钢筋混凝土连梁加密区最小配箍特征值（λ≥3）

位移角
λv

ξu=0.15 ξu=0.20 ξu=0.25 ξu=0.30 ξu=0.35

1/50 0.07 0.09 0.11 0.12 0.14

1/75 0.04 0.05 0.06 0.07 0.08

1/100 0.02 0.03 0.04 0.04 0.05

8.2.9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约束边缘构件最小配箍特征值可根据罕

遇地震下楼层弹塑性位移角，按表 8.2.9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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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9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约束边缘构件最小配箍特征值

位移角
λv

ξ=0.10 ξ=0.15 ξ=0.20 ξ=0.25

1/100 0.12 0.15 0.18 0.20

1/150 0.08 0.10 0.14 0.17

注：ξ为抗震墙相对受压区高度

8.3 性能目标评价

8.3.1 对既有建筑主体结构的抗震能力进行验算时，不同后续使

用年限建筑的地震作用折减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既有建筑鉴定

与加固通用规范》GB55021采用，A类建筑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最大值应不低于现行标准相应值的 0.8倍，或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不低于现行标准相应值的 0.85倍。B类建筑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最大值应不低于现行标准相应值的 0.9倍。同时，上述参数不应低

于原建造时抗震设计要求的相应值。

8.3.2 采用抗震性能化加固设计的结构，结构构件的抗震验算应按

下式进行：

RERS / （8.3.2）
式中：S—— 结构构件内力设计值；有关的作用分项系数和组合

值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的有关规定或按本标准规定采用。

R——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采用。

γRE—— 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除本标准各章节另有规定外，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有关规定采用。

8.3.3 在预期的罕遇地震作用下，采用抗震性能化加固的结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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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弹塑性计算，弹塑性变形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7章的规定。

8.3.4 既有建筑结构采用抗震性能化加固设计时，其抗震变形验

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的要求。

2 A类建筑加固后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不应大于表 8.3.4-1
的限值要求。B和 C类建筑加固后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不应大

于表 8.3.4-2的限值要求。

当 A类建筑构造措施能 B和 C类建筑的抗震构造要求时，加

固后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不应大于表 8.3.4-1的限值要求。

表 8.3.4-1 A类建筑加固后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θp]

钢筋混凝土框架 1/100

钢筋混凝土框架-屈曲约束支撑、板柱-屈曲约束支撑 1/100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板柱－抗震墙、框架－核心筒 1/13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筒中筒 1/140

表 8.3.4-2 B、C类建筑加固后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θp]

钢筋混凝土框架 1/50

钢筋混凝土框架-屈曲约束支撑、板柱-屈曲约束支撑 1/50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板柱－抗震墙、框架－核心筒 1/10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筒中筒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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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浙江省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
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

A.0.1 表 A.0.1 列出了我省各县级及县级以上城镇地区建筑工程

抗震设计时所采用的抗震设防烈度（以下简称“烈度”）、设计

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以下简称“加速度”）和所属的设计地震分

组（以下简称“分组”）。

表 A.0.1 浙江省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

地级市 烈度 加速度 分组 县级及县级以上城镇

杭州市

7度 0.10g 第一组 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临平区

6度 0.05g 第一组
滨江区、萧山区、富阳区、钱塘区、桐庐县、

建德市、余杭区、临安区、淳安县

宁波市
7度 0.10g 第一组 海曙区、江北区、北仑区、镇海区、鄞州区

6度 0.05g 第一组 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余姚市、慈溪市

温州市

6度 0.05g 第二组 洞头区、平阳县、苍南县、瑞安市

6度 0.05g 第一组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文成县、

泰顺县、乐清市

嘉兴市
7度 0.10g 第一组

南湖区、秀洲区、嘉善县、海宁市、平湖市、

桐乡市

6度 0.05g 第一组 海盐县

湖州市 6度 0.05g 第一组 吴兴区、南浔区、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

绍兴市 6度 0.05g 第一组
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新昌县、诸暨市、

嵊州市

金华市 6度 0.05g 第一组
婺城区、金东区、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区、

溪兰市、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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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 6度 0.05g 第一组
柯城区、衢江区、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

江山市

舟山市 7度 0.10g 第一组 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嵊泗县

台州市

6度 0.05g 第二组 玉环市

6度 0.05g 第一组
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三门县、天台县、

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

丽水市

6度 0.05g 第二组 庆元县

6度 0.05g 第一组
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

云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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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地震波的选用和模拟

B.0.1 天然地震波的选择可分为初选和精选两个阶段，流程如图

B.0.1，应按满足下列规定：

1 确定地震动数据库，可以是软件自带、相关网站的地震记

录数据、相关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

2 根据地震动三要素和设计条件，从数据库中初选地震动；

3 调整地震动峰值，并与设计反应谱相比较，满足统计意义

上相符；

4 可继续采用其他最优化算法，进一步筛选；

5 得到最佳地震动组合。

图 B.0.1 天然地震波选择流程图

B.0.2 人工模拟地震波的合成可按下列规定执行：

1 人工波时程曲线  a t 可表示为平稳高斯随机过程  sa t 和外

包函数  f t 的乘积，按下列公式来进行合成。人工波的有效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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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应满足本规程第 4.3.5条的有关规定。

     sa t f t a t （B.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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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k kC S      （B.0.2-7）

式中：  f t ——考虑非平稳性的外包函数；

1t 、 2t 、 c——外包函数的控制参数，可按表 B.0.2取值；

 sa t ——平稳高斯随机过程；

k ——第 k阶三角级数的频率；

k ——第 k阶三角级数的相位角；

kC ——第 k阶三角级数的幅值；

 T
kS  ——目标反应谱；

 kS  ——人工波的功率谱密度函数；

——阻尼比；

dT ——预设的人工波总持续时间；

P——地震波反应谱超过规范反应谱值的概率，可取不大于

15%的数值。

表 B.0.2 外包函数的参数取值

场地类别 1t (s) 2t (s)  1c s

Ⅰ0、Ⅰ1 0.5 5.5 0.9

Ⅱ 0.8 7.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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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1.2 9.0 0.5

Ⅳ 1.6 12.0 0.3

2 根据本规程表 4.3.4 给出的加速度时程曲线最大值，对人

工波时程曲线峰值进行调整。

3 通过求解得到人工波的反应谱，并根据式 B.0.4-8计算人

工波反应谱和目标反应谱在各 k 处的相对偏差。

 
   

 

T
k k

k T
k

S S
S

 



 
 




 （B.0.4-8）

式中：  k  ——人工波在 k 处的相对偏差；

 T
kS  ——目标反应谱在 k 处的谱值；

 kS  ——人工波反应谱在 k 处的谱值。

4 当 k 处的相对偏差大于给定的限值时，可采用式 B.0.4-9
对 k 处的谱值  i

kS  进行修正，得到新的谱值  1i
kS  。将各  1i

kS 

代入式 B.0.4-7可得到经过修正后的人工波时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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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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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9）

式中：  i
kS  ——第 i次迭代时人工波功率谱在 k 处的谱值；

 1i
kS  ——第 i+1次迭代时人工波功率谱在 k 处的谱值。

5 重复上述第 2步~第 4 步，最终可得到满足反应谱相对偏

差限值的人工波时程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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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材料非线性本构模型

C.1 钢筋本构关系

C.1.1 钢筋的单调加载的应力-应变本构关系曲线可按下列规定

确定。

1 有屈服点钢筋

s s s

,
s

, s( )

0

y

y r y s uy

y r uy uy s u

s u

E

f

f k

  

  


    

 




  
   

 

（C1.1-1）

2 无屈服点钢筋

s s s

s , s( )

0

y

y r uy y s u

s u

E

f k

  

     

 




    
 

（C1.1-2）

式中： sE ——钢筋的弹性模量；

s ——钢筋应力；

s ——钢筋应变；

,y rf ——钢筋的屈服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构分

析需要分别取设计值，标准值或平均值；

,s t rf ——钢筋的极限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构分

析需要分别取设计值，标准值或平均值；

y ——与 ,y rf 相应的钢筋屈服应变，可取 , /y r sf E ；

uy ——钢筋硬化起点应变；

u ——与 ,st rf 相应的钢筋峰值应变；

k ——钢筋硬化段斜率， , ,( ) / ( )st r y r u uyk f f     。

C.1.2 钢筋反复加载的应力-应变本构关系曲线宜按下列公式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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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 ——再加载路径起点对应的应变；

s ——再加载路径终点对应的应力和应变，如再加载方向

钢筋未曾屈服过，则 b 、 b 取钢筋初始屈服点的应力和应变。如

再加载方向钢筋已经屈服过，则取该方向钢筋历史最大应力和应

变。

C.2 混凝土本构关系

C.2.1 混凝土的单轴受拉的应力-应变曲线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1 )t cd E   （C2.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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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0.2 ]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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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 6
, , 65 10t r t rf    （C2.1-5）

2
,0.312t t rf  （C2.1-6）

式中： t ——混凝土单轴受拉应力-应变曲线下降段参数；

,t rf ——混凝土单轴抗拉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

构分析需要分别取用设计值，标准值或平均值；

,t r ——与单轴抗拉强度代表值 ,t rf 对相对的混凝土峰值

拉应变；

td ——混凝土单轴受拉损伤演化参数

C.2.2 混凝土的单轴受压的应力-应变曲线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1 )c cd E   （C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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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700 172 ) 10c r cf    （C2.2-6）

0.7850.157 0.905c cf   （C2.2-7）

式中： c ——混凝土单轴受压应力-应变曲线下降段参数；

,c rf ——混凝土单轴抗压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

构分析需要分别取用设计值，标准值或平均值；

,c r ——与单轴抗压强度代表值 ,t rf 对相对的混凝土峰值

拉应变；

cd ——混凝土单轴受压损伤演化参数。

C.2.3 在重复荷载作用下，受压混凝土卸载及再加载应力路径可

按下列公式确定：

( )z rE    （C2.3-1）
un

r
un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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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2）

( )[ ]un ca un
z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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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max( , )c un
ca c un

c un c

 
  

  



（C2.3-4）

式中： ——受压混凝土的压应力；

 ——受压混凝土的压应变；

z ——受压混凝土卸载至零应力点时的残余应变；

rE ——受压混凝土卸载/再加载的变形模量；

un 、 un ——受压混凝土骨架曲线开始卸载时的应力与应

变；



50

ca ——附加应变；

c ——混凝土受压峰值应力对应的应变。

C.2.4 箍筋的约束作用使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变形能力有所提高，

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Kent-Scott-Park模型、Mander模型、或钱稼

茹模型给出的约束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

1 Kent-Scott-Park模型

上升段： 2
0

0 0

2[ ( ) ]c c
c

c c

Kf
K K
 


 

  （C2.4.1-1）

下降段： 0 0[1 ( )]c m c cKf Z K     （C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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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4.1-6）

00.004 1.4 /cu s yh su cf kf    （C2.4.1-7）
2.254 1 3.97 1.245e v e vk k k     （C2.4.1-8）

式中： ——约束混凝土单轴压应力；

 ——约束混凝土单轴压应变；

s ——体积配箍率；

yhf ——箍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b ——箍筋约束核心区混凝土截面宽度；

K ——强化系数，一般取值 1.2~1.6；对于非约束混凝土

取 1.0；

0cf ——非约束混凝土圆柱体抗压强度；

0c ——非约束混凝土圆柱体抗压强度对应的应变，一般

可取为 0.002；

cu ——约束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su ——箍筋极限拉应变，建议取 0.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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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矩形截面有效约束系数，建议取 0.75；

v ——配箍特征值。

2 Mander模型

1cc r

xrf
r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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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约束混凝土单轴压应力；；

 ——约束混凝土单轴压应变；；

ccf ——约束混凝土峰值压应力；

cc ——约束混凝土峰值压应力对应的应变；

0cf ——非约束混凝土圆柱体抗压强度；

0c ——非约束混凝土圆柱体抗压强度对应的应变，一般

可取为 0.002。
3 钱稼茹模型

上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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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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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x  / （C2.4.3-3）
cufa 01.04.2  （C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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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fT （C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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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yh
vv f
f

  （C2.4.3-6）

covcc ff )79.11(  （C2.4.3-7）
covcc  )5.31(  （C2.4.3-8）

式中： ——约束混凝土单轴压应力；

 ——约束混凝土单轴压应变；

a ——上升段参数；

T ——下降段参数；

ccf ——约束混凝土峰值压应力；

cc ——约束混凝土峰值压应力对应的应变；

fcu ——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0cf ——混凝土圆柱体轴心抗压强度，取 0.76fcu；

0c ——混凝土圆柱体抗压强度对应的应变，取为 0.0018。

v ——配箍特征值；

s ——体积配箍率；

yhf ——箍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fc’——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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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基于构件弹塑性位移转角的构件评
价准则

D.0.1 屈服机构中的屈服构件（位移控制型）应满足非弹性变形

需求，关键构件应 100%满足设定的承载力和变形指标限值要求，

每层的普通竖向构件和重要水平构件宜有 80%以上满足设定的变

形指标限值要求，耗能构件宜有 60%以上满足变形指标限值要求。

严禁竖向构件超过变形指标限值 C6、SW6，严禁重要水平构件超

过变形指标限值 B6。
D.0.2 钢筋混凝土梁构件破坏形态按表 D.0.2进行划分。

表 D.0.2 RC梁破坏形态划分准则

破坏形态 剪跨比� 弯剪比m

弯控 �≥2.0 m≤1.0

弯剪控
1.0≤�<2.0 m≤0.5�
�≥2.0 1.0<m≤0.5�

剪控 其他

注：剪跨比 ；弯剪比

D.0.3 钢筋混凝土柱构件破坏形态按表 D.0.3进行划分。

表 D.0.3 RC 柱破坏形态划分准则

破坏形态 剪跨比� 弯剪比m

弯控 �≥2.0 m≤0.6

弯剪控
�≥2.0 0.6<m≤1.0

2>�≥1.4 m≤1.0

剪控 其他

D.0.4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构件的破坏形态按表 D.0.4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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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4 RC 剪力墙破坏形态划分准则

破坏形态 剪跨比� 弯剪比 m

弯控 �≥1.5 m≤1.0

弯剪控
1.2≤�<1.5 m≤3.3�−3

�≥1.5 1.0<m≤2.0

剪控 其他

D.0.5 钢筋混凝土梁构件变形指标限值应符合表 D.0.5的规定。

表 D.0.5 钢筋混凝土梁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构件参数

构件性能状态

无损坏

(B1)

轻微损

坏(B2)

轻度损

坏(B3)

中度损

坏(B4)

比较严重损

坏(B5)

严重损坏

(B6)

弯控

m ρv

≤0.2 ≥0.012 0.004 0.016 0.024 0.031 0.039 0.044

≥0.8 ≥0.012 0.004 0.018 0.029 0.039 0.049 0.054

≤0.2 ≤0.001 0.004 0.01 0.011 0.013 0.014 0.017

≥0.8 ≤0.001 0.004 0.012 0.016 0.02 0.024 0.029

弯剪控

m ρsv

≤0.5 ≥0.008 0.004 0.009 0.014 0.019 0.024 0.026

≥2.5 ≥0.008 0.004 0.007 0.009 0.012 0.014 0.016

≤0.5 ≤0.0005 0.004 0.007 0.009 0.012 0.014 0.016

≥2.5 ≤0.0005 0.004 0.005 0.007 0.008 0.009 0.012

注：表中可以采用线形插值方法得到相应的位移角限值。

D.0.6 钢筋混凝土柱构件变形指标限值应符合表 D.0.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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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6 钢筋混凝土柱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构件参数

构件性能状态

无损坏

(C1)

轻微损

坏(C2)

轻度损

坏(C3)

中度损

坏(C4)

比较严重损

坏(C5)

严重损坏

(C6)

弯控

� ρv

≤0.1 ≥0.021 0.004 0.018 0.027 0.037 0.046 0.056

=0.6 ≥0.021 0.004 0.013 0.018 0.022 0.027 0.030

≤0.1 ≤0.001 0.004 0.015 0.022 0.029 0.036 0.042

=0.6 ≤0.001 0.004 0.009 0.011 0.012 0.013 0.014

弯剪控

� m

≤0.1 ≤0.6 0.003 0.013 0.02 0.026 0.033 0.040

=0.6 ≤0.6 0.003 0.009 0.011 0.014 0.016 0.018

≤0.1 ≥1.0 0.003 0.011 0.016 0.021 0.026 0.028

=0.6 ≥1.0 0.003 0.008 0.009 0.011 0.012 0.014

注：表中可以采用线性插值方法得到相应的位移角限值；2.轴压力系数 大于 0.6时，RC

柱位移角限值为表中 等于 0.6的数值乘以 2.5(1− )。

D.0.7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构件的变形指标限值应符合表 D.0.7 的

规定。

表 D.0.7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构件参数

构件性能状态

无损坏

(SW1)

轻微损

坏(SW2)

轻度损坏

(SW3)

中度损坏

(SW4)

比较严重

损坏(SW5)

严重损

坏(SW6)

弯控

� ρv

≤0.1 ≥0.025 0.003 0.011 0.016 0.022 0.025 0.028

=0.4 ≥0.025 0.003 0.01 0.013 0.017 0.02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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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004 0.003 0.008 0.01 0.011 0.013 0.015

=0.4 ≤0.004 0.003 0.007 0.008 0.009 0.01 0.011

弯剪控

� m

≤0.1 =0.5 0.003 0.01 0.013 0.017 0.02 0.021

=0.3 ≤0.5 0.003 0.008 0.011 0.013 0.015 0.016

≤0.1 =2 0.003 0.008 0.01 0.011 0.013 0.015

=0.3 =2 0.003 0.007 0.008 0.01 0.011 0.013

注：1 表中可以采用线性插值方法得到相应的位移角限值；

2 弯控轴压力系数 大于 0.4时，RC剪力墙位移角限值为表中 等于 0.4的数值乘

以 1.7(1− )；弯剪控轴压力系数 大于 0.3时，RC剪力墙位移角限值为表中 等于 0.3的

数值乘以 1.4(1− )。

3 为轴压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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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钢构件破坏程度评价

E.0.1 钢框架柱与框架梁塑性变形指标可按表 E.0.1-1 确定，关

键性能点对应的塑性弦转角可按表 E.0.1-2 确定。

表 E.0.1-1 钢框架梁和钢框架柱塑性变形指标

构件类型 塑性弦转角 弯矩

a b MB MC MD

梁

H 形

且 9θy 11θy 1Mp 1.27Mp 0.6Mp

或 4θy 6θy 1Mp 1.12Mp 0.2Mp

其他 分别根据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线性插值，计算取较小值。

H

形

�
�CL

< 0.2

且 9θy 11θy 1Mp 1.27Mp 0.6Mp

或 4θy 6θy 1Mp 1.12Mp 0.2Mp

其他 分别根据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线性插值，计算取较小值。

0.2 ≤
�
�CL

≤ 0.5

且

11 1−
5�
3�CL

θy
17 1−
5�
3�CL

θy 1Mp 1.3Mp 0.2Mp

或 1θy 1.5θy 1Mp 1.03Mp 0.2Mp

其他 分别根据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线性插值，计算取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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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箱
形

�
�CL

< 0.2

且 9θy 11θy 1Mp 1.27Mp 0.6Mp

或 4θy 6θy 1Mp 1.12Mp 0.2Mp

其他 分别根据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线性插值，计算取较小值。

注：1 表中 b为 H形截面的翼缘外伸宽度，t、ℎ0和 tw分别是翼缘厚度、腹板净高和腹

板厚度，对轧制型截面，腹板净高不包括翼缘腹板过渡处圆弧段；对于箱形截面，b0和

t分别为壁板间的距离和壁板厚度，fy为材料屈服强度，P为柱压力，PCL为柱受压承载

力。

2 钢板墙指标仅适用于设置防剪切屈曲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

3 表中弯矩值为没有试验或模拟数据时的默认参考值。

表 E.0.1-2 钢框架梁和钢框架柱性能评价指标

构件类型
塑性弦转角

IO LS CP

梁 H 形

或 1θy 9θy 11θy

或 0.25θy 3θy 4θy

其他
分别根据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线性插值，计算取

较小值。

H

形

�
�CL

< 0.2

或 1θy 9θy 11θy

或 0.25θy 3θy 4θy

其他
分别根据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线性插值，计算取

较小值。

或
0.25θy 14 1− 5�

3�CL
θy 17 1− 5�

3�CL
θ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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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0.2 ≤
�
�CL

≤ 0.5 或 0.25θy 1.2θy 1.2θy

其他
分别根据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线性插值，计算取

较小值。

箱

形

�
�CL

< 0.2

或
ℎ0
�w
≥51 �y

235

1θy 9θy 11θy

或
0.25θy 3θy 4θy

其他
分别根据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线性插值，计算取

较小值。

0.2 ≤
�
�CL

≤ 0.5

或
0.25θy 14 1− 5�

3�CL
θy 17 1− 5�

3�CL
θy

或
0.25θy 1.2θy 1.2θy

其他
分别根据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线性插值，计算

取较小值。

钢板剪力墙 0.5θy 13θy 15θy

注：1 表中�为 H 形截面的翼缘外伸宽度， �、ℎ0和��分别是翼缘厚度、腹板净高和

腹板厚度，对轧制型截面，腹板净高不包括翼缘腹板过渡处圆弧段；对于箱形截面， �0、

�分别为壁板间的距离和壁板厚度，��为材料屈服强度，P为柱压力， PCL为柱受压承载

力。

2 钢板墙指标仅适用于设置防剪切屈曲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

3 性能点 K 塑性弦转角值取为 IO 与 LS 的中间值。

E.0.2 轴向受力构件相关塑性变形指标可按表 E.0.2-1 确定，关

键性能点对应的塑性变形可按表 E.0.2-2 确定。

表 E.0.2-1 轴向受力构件塑性变形指标

构件类型 轴向塑性变形 轴力

截面 长细比 a b NB ND

受压支撑 a

（除偏心支撑）

H 形 ��
�
≥ 4.2

�
��

123
�y
235

0.5∆b 10∆b Nb 0.3 Nb

方钢管 0.5∆b 9∆b Nb 0.3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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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形 ��
�
≥ 2.1

�
��

62
�y
235

1∆b 8∆b Nb 0.5 Nb

方钢管 1∆b 7∆b Nb 0.5 Nb

受拉支撑 b

（除偏心支撑）

H 形 10∆t 13∆t Nt 0.6 Nt

方钢管 9∆t 11∆t Nt 0.6Nt

受拉梁、柱 b（除偏心梁、柱） 5∆t 7∆t Nt Nt

屈曲约束支撑 c,d 13.3∆y 13.3∆y Ny Ny

注：a) Nb是屈曲荷载，∆b是屈曲时的轴向位移；

b) Nt是受拉屈服荷载，∆t是受拉屈服时的轴向位移；

c) 屈曲约束支撑核心的应变不能超过 2.5%；

d) 当没有可靠的试验数据支持时，表中指标参数应乘以 0.7 的折减系数。

表 E.0.2-2 轴向受力构件性能评价指标

构件类型 轴向塑性变形 g

截面 长细比 IO LS CP

受压支撑 a

（除偏心支

撑）

H 形 ��
�
≥ 4.2

�
��

123
�y
235

0.5∆b 8∆b 10∆b

方钢管 0.5∆b 7∆b 9∆b

H 形 ��
�
≥ 2.1

�
��

62
�y
235

0.5∆b 7∆b 8∆b

方钢管 0.5∆b 6∆b 7∆b

受拉支撑 c,d

（除偏心支

撑）

H 形 0.5∆t 10∆t 13∆t

方钢管 0.5∆t 8∆t 11∆t

受拉梁、柱 c（除偏心梁、柱） 0.5∆t 6∆t 5∆t

屈曲约束支撑 e,f 3∆y 10∆y 13.3∆y

注：a) ∆b 是屈曲时的轴向位移。

b) 对满足该长细比的受压支撑，表中指标适用截面等级为 BS1，当截面等

级为 BS3 时，各项指标应乘以 0.5；对于 BS2截面等级，各性能指标应根据截面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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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进行线性插值获得。

c) ∆t 是受拉屈服时的轴向位移。

d) 对于仅受拉支撑，各项性能指标应除以 2.0。

e) 屈曲约束支撑核心的应变不能超过 2.5%。

f) 当没有可靠的试验数据支持时，表中指标参数应乘以 0.7 的折减系数。

g) 性能点 K 轴向塑性变形值取为 IO 与 LS 的中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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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基于增量动力分析法的倒塌易损性分
析方法

F.0.1 当需要确定不同强度地震动影响下结构的倒塌风险时，可

采用基于增量动力分析法的倒塌易损性分析方法进行计算。

F.0.2 基于增量动力分析法的倒塌易损性分析方法可按下述步骤

进行：

1 按本规程第 6.2节、第 7.5节的规定建立结构的弹塑性计算

模型；

2 按本规程第 7.5.7 条的规定选定一组地震动记录，计总地

震动数量为 Ntotal；选择合适的地震动强度指标 IM对该组地震动

记录归一化；指标 IM可采用 PGA、 PGV 或 Sa(T1)；
3 对结构进行某一强度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弹塑性分析，采用

本规程第 7.5.9条的规定进行结构地震倒塌判别。记在该强度地震

动影响下发生倒塌破坏的地震动数为 Ncollapse，按下式计算到该强

度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倒塌概率 Pcollapse：
Pcollapse=Ncollapse/Ntotal (F.0.2-1)

4 改变地震动强度，重复上述第 3款，得到结构在不同强度

的地震作用下的倒塌概率；以地震动强度为横坐标，以结构倒塌

概率为纵坐标，用对数正态分布拟合得到地震动强度连续变化下

的倒塌概率曲线，即结构倒塌易损性曲线（图 F.0.2）；

5 根据结构倒塌易损性曲线，判别结构的抗倒塌能力以及在

不同强度地震作用下的倒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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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0.2 结构倒塌易损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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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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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规程的编制，目的是在满足国家规范的基础上，提供一

个可选择的、多目标的、基于性能的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方法，使

建筑物在预估的地震作用下，具有可预测的抗震性能，使建筑结

构的相关抗震能力和需求更加明确。

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在我省房屋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中，特

别是超限高层建筑的抗震设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基于性能的抗

震设计方法要求结构在不同水平地震作用下具有明确的性态水平，

其基本设计思想是：使所设计的结构在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

在不同强度水准的地震作用下，达到不同的预定性能目标。这里

所指的预定性能目标，具有广泛的含义和内容，既可以是结构和

人员生命安全，也可以是建筑物的内部装修、设备、非结构构件

等诸多方面。性能目标可根据业主多层次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承

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确定。

1.0.2 本规程适用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多、高层钢筋混凝土、钢

结构和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抗震性能设计。由于砖混结构及木

结构研究成果较少，本标准暂未包括砖混结构和木结构。对于建

造年代较早的改建建筑，应补充考虑材料耐久性、材性不确定性

及具体构造的影响。

1.0.3 本规程是对《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33、《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高

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

规程》JGJ 99 和浙江省建设工程标准《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技术规

程》DB33/ 1088等国家和地方标准的补充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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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0.1 国家及地方规范、规程对常规建筑结构给出了抗震设计方

法，其抗震安全性能够得到保证，常规建筑结构也可采用抗震性

能化设计，以进一步了解结构在小震、中震及大震作用下的受力、

变形及损坏程度等。对于特别重要的、不规则及对震后的使用有

特殊要求的建筑（包括多层和高层建筑）， 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

提供了一个论证其抗震性能的有效方法。

超过国家现行标准所规定的适用高度和适用结构类型的建筑

结构、建筑形体及其结构布置特别不规则的结构，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中规定应当进行专项审查的建筑，应进行专项研究。

既有建筑改造工程的结构抗震构造往往不能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要求，但构造加固又比较困难，也可以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方

法对现有结构进行抗震性能评估，可以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

要进行抗震构造加固。

3.0.2 强调经过抗震性能化设计的建筑结构，应在承载力、变形

能力两方面满足规范要求。结构体系应具有合理的屈服机制和良

好的耗能能力，弹塑性耗能应发生在预设的构件和区域，使结构

在罕遇地震时具有足够的变形能力和合适的承载能力，避免倒塌。

控制罕遇地震下的结构非线性（弹塑性）行为均出现在预期的

限定区域，旨在对这些区域采取相应的延性构造措施，并据此保

证这些区域的延性变形能力和耗能能力。如可能出现塑性铰的混

凝土梁应加密箍筋、钢结构构件的截面板件宽厚比应进行控制等。

另一方面，不同的耗能区域不仅其变形能力或耗能能力不同，

而且对结构的整体抗震性能、抗倒塌性能及震后残余变形等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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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选择合适的预设耗能区域。下表列出通

常设定为非线性（弹塑性）行为的典型部位，若有充分理由，也

可包括其他部位。

表 3-1 常见结构体系中的构件判别和允许损坏部位

结构体系 构件类型 允许的损坏部位：损坏形式（变形控制）

框架结构

关键构件 ／ ／

普通竖向构件 框架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耗能构件 框架梁 各层梁端：受弯破坏

带托柱转换

的框架结构

关键构件 转换柱、转换梁 无破坏或轻微破坏

普通竖向构件 框架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耗能构件 框架梁 各层梁端：受弯破坏

剪力墙结构

关键构件 ／ ／

普通竖向构件 剪力墙 底层墙底：压弯破坏、少量压弯剪破坏

耗能构件 连梁 各层连梁端：受弯破坏、少量弯剪破坏

部分落地剪

力墙结构

关键构件 框支柱、框支梁 无破坏或轻微破坏

普通竖向构件 剪力墙 底层墙底：压弯破坏、少量压弯剪破坏

耗能构件 连梁 各层连梁端：受弯破坏、少量弯剪破坏

框架—中心

支撑、BRB结

构

关键构件 ／ ／

普通竖向构件 框架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耗能构件
中心支撑、BRB 轴向屈服

框架梁 各层梁端：受弯破坏

框架—偏心

支撑结构

关键构件 ／ ／

普通竖向构件 框架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耗能构件 耗能梁段 受剪或弯剪破坏

板柱结构

关键构件 ／ ／

普通竖向构件 框架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耗能构件
边框梁 各层梁端：受弯破坏

板内暗梁 各层暗梁端：有限受弯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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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柱—剪力

墙结构

关键构件 ／ ／

普通竖向构件
框架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剪力墙 底层墙底：压弯破坏、少量压弯剪破坏

耗能构件

连梁 各层连梁端：受弯破坏、少量弯剪破坏

边框梁 各层梁端：受弯破坏

板内暗梁 各层暗梁端：有限受弯破坏

框架—剪力

墙结构

关键构件 ／ ／

普通竖向构件
框架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剪力墙 底层墙底：压弯破坏、少量压弯剪破坏

耗能构件
连梁 各层连梁端：受弯破坏、少量弯剪破坏

框架梁 各层梁端：受弯破坏

框架—钢板

墙结构

关键构件 ／ ／

普通竖向构件 框架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耗能构件
钢板墙 各层：剪切破坏、少量弯剪破坏

框架梁 各层梁端：受弯破坏

框架—核心

筒结构

关键构件 核心筒剪力墙
底部加强区：压弯破坏、少量压弯剪破

坏

普通竖向构件 框架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耗能构件

连梁 各层连梁端：受弯破坏、少量弯剪破坏

框架梁 各层梁端：受弯破坏

非转换加强层 纯抗侧力构件：压弯、拉弯破坏

密柱框筒结

构

关键构件 ／ ／

普通竖向构件 密柱 底层柱底：压弯破坏

耗能构件 边框梁 各层梁端：受弯破坏

注，复杂结构的构件判别和允许损坏部位可参照上表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3.0.3 对于新建工程，其抗震构造措施不应降低。

3.0.4 美国“高层建筑推进计划 TBI”（Tall Building Initiative）认

为，抗侧力体系强度由抗风需求控制时，合理的屈服次序（如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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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屈服）以及必要的构造设计，比严格的基于抗震性能设计更

合理。高层建筑底部抗风需求常常超过抗震需求，而抗震需求峰

值可能在高层建筑中部出现。对于风荷载起控制作用的低烈度区

的超限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可能很少出现构件屈服、严重损伤

等情况，必要时可将设防烈度提高 1度进行罕遇地震弹塑性分析，

以检验结构的耗能机制和构件屈服次序，寻找结构薄弱部位及可

能的破坏类型。

3.0.5 抗震性能化设计应满足以下几点：1）制定合理可行的抗震

性能目标；2）按照制定的抗震性能目标进行论证与设计，并满足

相应的构造措施；3）施工阶段按照质量标准进行监管和验收；4）
建筑竣工后进行长期的维护管理（特别是隔减震结构），以确保

其发挥预期性能。

3.0.6 传统抗震设计非常注重并有赖于抗震概念设计的相关要求

及规定。抗震性能化设计虽利用精细化的分析方法为传统抗震设

计适当松绑，但并不表示可以随意突破概念设计。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抗震设计均应尽量符合抗震概念设计的基本概念和要求。

3.0.9 抗震体系是工程结构抗御地震作用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其

选型和基本要求作出强制性规定，是实现预期抗震设防目标的基

本保障。结构体系应受力明确、传力合理、具备必要的承载力和

良好的延性，要防止局部的加强导致整个结构刚度和强度不协调；

有意识地控制薄弱层，使之有足够的变形能力又不发生薄弱层（部

位）转移，是提高结构整体抗震能力的有效手段。结构设计应尽

可能在建筑方案的基础上采取措施避免薄弱部位的地震破坏导致

整个结构的倒塌；一旦不改变建筑方案无法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

下采取措施防止倒塌，则应根据规定对建筑方案进行调整。

结构薄弱层和薄弱部位的判别、验算及加强措施，应针对具

体情况正确处理，使其确实有效： 1）结构在强烈地震下不存在

强度安全储备，构件的实际承载力分析（而不是承载力设计值的

分析）是判断薄弱层（部位）的基础。 2）要使楼层（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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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承载力和设计计算的弹性受力之比在总体上保持一个相对均

匀的变化，一旦楼层（或部位）的这个比例有突变，会由于塑性

内力重分布导致塑性变形的集中。3）要防止在局部上加强而忽视

整个结构各部位刚度、强度的协调。

3.0.10 结构的楼、屋盖系统是协调与分配框架柱、剪力墙等竖向

构件变形与内力的重要途径，应保证其在地震作用下的传递可靠

性和结构稳定性。当楼、屋盖出现较为复杂的受力时，宜对楼、

屋盖进行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分析，并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当楼、

屋盖出现较为严重的破坏时，宜采取水平支撑系统进行加强。

高层混凝土建筑的楼、屋盖宜优先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

3.0.13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建筑自重。

3.0.14 国家规范、标准的基本要求包括多遇地震及风作用下结构

和构件承载力、刚度和配筋构造等，是对结构抗震安全的最低要

求，必须遵守。本标准规定的结构抗震性能设计能够实现对多遇

地震、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和构件的承载力和变形需求的定量设

计，从而预测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和构件的损伤程度，更为全面

地把握结构的抗震性能。

3.0.15 抗震性能目标是抗震性能化设计的重要内容和设计基准。

建筑抗震性能化设计，应根据实际工程需要和可行性，选定具有

明确针对性的性能目标。性能化目标应明确多遇地震和罕遇地震

两个水准下整体结构、构件及节点的承载力或塑性变形等规定，

可依据现有的抗震科学水平和经济条件为前提，综合考虑使用功

能、设防烈度、结构类型和不规则程度、结构与构件的延性变形

能力、工程造价、震后损失及修复难度等因素制定。

结构不同部位、不同构件应赋予不同的抗震性能水准，使重

要竖向构件、关键构件和次要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安全度处于不同

水平层次上，才能实现结构遭遇强震时以牺牲剪力墙连梁、框架

梁等相对次要的构件为代价，确保主体承重结构抗震安全的目标，

从而应对地震作用的高度不确定性。



74

3.0.16 抗震性能化设计首先应确定结构的抗震性能目标，并采取

满足预期的抗震性能目标的措施；其次应确定结构中的关键构件、

普通竖向构件和耗能构件及其不同地震设防水准下的性能设计指

标；验算不同地震设防水准下结构整体和构件是否满足预定的性

能设计指标；对于复杂的部位、节点进行深化设计。必要时进行

温度应力、楼盖舒适度等专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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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震作用

4.1 一般规定

4.1.5 当覆盖层厚度和等效剪切波速在相邻两类场地的分界处存

在±15%的误差范围时，允许勘察报告说明该场地界于两类场地之

间，以便设计人员通过插入法确定设计特征周期。

4.2 设计反应谱

4.2.1 第五代区划图提出了极罕遇地震的概念，为符合新一代区

划图要求，本标准提供极罕遇地震的计算方法，与《建筑隔震设

计标准》取值一致，场地特征周期与《建筑结构防倒塌设计规范》

（修订本）取值一致。

极罕遇地震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需要做进一步研讨。

4.2.2 6s以后的反应谱，可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延伸，或者采用广东省标准《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

规程》给出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结构复杂且周期较长时，取值

应进行论证。

4.2.7 对于设计使用年限不同于 50年的结构，其地震作用需要作

适当调整，取值经专门研究提出并按规定的权限批准后确定。当

缺乏当地的相关资料时，可参考《建筑工程抗震性态设计通则(试
用)》CECS 160：2004，其调整系数的范围大体是：设计使用年限

70年，取 1.15～1.2；100年取 1.3～1.4。

4.3 地震波选用

4.3.2 进行建筑结构性能化设计分析时，地震动时程的合理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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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关键因素。地震动时程选取一方面应该考虑建筑结构所在

场地特征，以现行国家标准所规定的 反应谱为依据；另一方面应

该选取可以激发结构产生较为明显的内力、位移效应的地震作用，

可以充分体现结构与构件的损伤破坏状态，为改善结构设计提供

依据。

4.3.4 正确选择地震动时程，要满足地震作用三要素的要求，即

频谱特性、有效峰值和持续时间均要符合规定。输入地震动时程

的有效持续时间，一般从首次达到该地震动时程峰值的 10%算起，

最后一次达到峰值的 10%为止；无论是实际强震记录还是人工地

震动 时程，有效持续时间一般为结构基本周期的 5~10倍，即结

构顶点的位移可按基本周期往复 5~10次。另外建筑结构非线性动

力分析，尚应通过观察结构外部输入能量变化是否趋于平缓来判

断地震输入持续时间是否足够。当外部输入能量变化趋于平缓时，

整体结构已结束较大位移的往复运动，所体现的建筑结构最终累

计损伤比较充分；当外部输入能量变化未趋于平缓时，整体结构

尚未结束较大位移的往复运动，此时体现的建筑结构累计损伤不

充分，应增加地震输入持续时间。

4.3.5 鉴于不同地震动时程进行动力分析的结果不同，一般可以

根据小样本容量下 的计算结果来估计地震作用效应值。通过大量

地震作用下不同结构类型进行动力分析结果的统计分析，若选用

不少于二组实际记录和一组人工地震动时程，计算的平均地震效

应值不小于大样本容量平均值的保证率在 85%以上，而且一般也

不会偏大很多。当选用数量较多的地震动时程，如 5 组实际记录

和 2组人工地震动时程，则保证率更高。所谓“在统计意义上相

符”指的是，多组地震动时程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与现行国

家标准规定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相比，在对应于结构主要振型的

周期点上相差不大于 20%。计算结果在结构主方向的平均底部剪

力一般不会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 80%，每个地震动

时程的计算结果不会小于 65%。从工程角度考虑，这样可以保证



77

动力分析结果满足最低安全要求。但计算结果也不宜过大，每个

地震动时程计算一般不大于 135%，平均一般不大于 120%。

4.3.6 所选用的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与

设计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在目标周期段的

平均反应谱与设计反应谱之间的相对误差不宜低于 20%；当选取

地震动记录数量低于 7条时，应保证单条地震动记录反应谱与设

计反应谱在目标周期段的相对误差不高于 50%。目标周期段是指

结构自振周期 T1 附近，至少包含振型参与质量达到总质量 90%
的高阶振型，同时考虑塑性变形下的自振周期延长。

4.3.8 实际地震输入可由两个水平方向和竖向三个分量完整表达，

较多实测地震动时程的三个方向加速度峰值均较大，所以进行建

筑结构非线性分析时宜采用三向地震输入，至少应考虑两个水平

方向的地震分量共同作用。

4.3.9 平面投影尺度很大的空间结构指跨度大于 120m，或长度大

于 300m，或悬臂大于 40m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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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和性能目标

5.1 一般规定

5.1.1 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的建筑结构，应分析结构方案在房屋

高度、规则性、结构类型、场地条件或抗震设防标准等方面的特

殊要求，确定结构抗震设计是否需要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

并作为选用抗震性能目标的主要依据。建筑结构采用抗震性能化

设计时，其结构抗震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 50011对基本抗震设防目标的规定，即“小震不坏、中

震可修和大震不倒”的三级设防思想：遭遇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

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主体结构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遭遇相当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影响时，可能发生损坏，

但经一般性修理仍可继续使用；遭遇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罕遇

地震影响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5.1.2 抗震性能化设计应根据功能、作用、位置及重要性等将结

构构件分为“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和“耗能构件”，

并分别确定其性能目标。“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和“耗

能构件”主要是针对构件对竖向荷载的传递以及抗侧能力的重要

性作出区分。对不同构件的作用予以区分，有助于对其制定相应

的性能目标。通常情况下，建筑结构以“耗能构件”的损坏和耗

能为主，破坏程度相对较严重，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控制以其弹

塑性变形控制为主，这类构件的数量比例也相对较多，性能设计

时以提高延性为主、控制其损伤程度；“普通竖向构件”以竖向

承重为主，允许出现部分和相对较轻的损坏，在罕遇地震作用下

的控制也以弹塑性变形为主，但要求弹塑性变形程度相对较轻，

性能设计时应控制同一楼层的屈服构件数量，避免同一楼层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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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关键构件”的破坏可能引起较严重的局部倒塌或整体倒

塌，要求无损坏或仅允许出现较轻的损坏，性能设计时以提高承

载力为主，延迟其屈服。钢筋混凝土构件在抗剪破坏时表现为脆

性破坏，其抗剪性能目标不应低于抗弯性能目标。

5.1.3 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时，为实现预期的抗震性能目标，需

要落实到具体设计指标，即各个地震水准下，结构的层间位移，

构件的承载力、变形和细部构造等性能指标。仅提高承载力时，

安全性有相应提高，但使用上的变形要求不一定满足；仅提高变

形能力，则结构在小震、中震下的损坏情况大致没有改变，但抗

御大震倒塌的能力提高。

实际工程设计时，性能设计目标往往侧重于通过提高关键部

位、薄弱部位重要构件（如柱、墙、支撑、转换构件、悬挑结构

的主要受力构件等）的抗震承载力，以推迟结构构件进入塑性工

作阶段并减小塑性变形，必要时还可同时提高刚度以满足使用功

能的变形要求，而变形能力和细部构造要求则可根据构件在中震、

大震下进入弹塑性的程度加以调整。在不同地震动水准下构件的

抗震承载力要求主要包括不发生脆性剪切破坏、形成塑性铰、达

到屈服值或保持弹性等，同时对构件的变形和损伤程度需加以控

制，提出适宜的延性构造要求。

因此，针对具体构件性能设计的要求是：关键构件应以控制

并提高其抗震承载力为主、其延性构造不应降低，普通竖向构件

应控制同一楼层的屈服构件数量、避免同一楼层发生集中破坏，

耗能构件应以提高延性为主、控制其损伤程度，而同一构件的抗

剪承载能力则不应低于其抗弯承载能力、避免先发生脆性剪切破

坏。

5.2 抗震性能水准

5.2.1 本条对五个性能水准结构地震后的预期性能状况，包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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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情况及继续使用的可能性提出了要求，据此可对各性能水准结

构和构件的抗震性能进行宏观判断。本条所说的“关键构件”可由

结构工程师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分析确定。各类结构体系中的下列

重要构件通常可确定为关键构件：

1 底部加强部位的重要竖向构件；

2 水平转换构件及与其相连的竖向支承构件；

3 大跨连体结构的连接体及与其相连的竖向支承构件；

4 大悬挑结构的主要悬挑构件及与其相连的竖向支承构件；

5 加强层的伸臂构件和周边环带结构的竖向支承构件；

6 巨型结构中的巨型柱、巨型梁（巨型桁架）；

7 长短柱出现在同一楼层且数量相当时，该楼层的各个长短

柱；

8 扭转变形很大部位的竖向（斜向）构件；

9 重要的斜撑构件、穿层柱、斜柱和斜柱拉梁；

10 对结构整体刚度或局部承载具有显著影响的构件，如吊挂

多个楼层的吊柱、支承大型连廊的滑动支座及其牛腿等；

11 山地建筑中，吊脚结构的首层及以下部位的竖向支承构件，

掉层结构各接地端的上下层竖向支承构件；

12 双向传力的大跨空间结构，距离支座 1/10跨度（且不少于

2个区格）范围内的弦杆和腹杆；单向传力的大跨空间结构，与支

座直接相邻节间的弦杆和腹杆等。

5.2.2 本条依据不同抗震性能水准下结构的宏观损坏程度，用结

构的层间位移角需求进行定量描述，以作为性能设计的结构变形

参考指标。实际工程设计时，应根据选定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对

应的性能水准要求确定不同地震动水准下的结构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和弹塑性层间位移角的计算和限值应符合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JGJ 3、《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等现行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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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依据不同抗震性能水准下构件的损坏程度，用构件的承载

力和变形需求进行定量描述，以作为构件性能设计的承载力和变

形设计指标。实际工程设计时，应根据选定的构件性能目标确定

不同地震动水准下构件的承载力和变形设计指标。本条主要针对

不同抗震性能水准下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和耗能构件的抗震

承载力设计指标作了规定，而不同抗震性能水准下各构件的损坏

等级可按本章表 5.2.1采用，构件损伤等级及其变形限值应符合本

规程第 7章的规定。

5.2.4 本条对结构和构件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性能要求作了补充

规定，是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的控制性底线要求，要确保结构构

件在罕遇地震时具有足够的变形能力和合适的承载能力，避免倒

塌。

5.3 抗震性能目标

5.3.1 抗震性能目标规定了在不同地震水准作用下，结构构件应

具有的抗震承载能力、抗震变形能力和可接受的损坏程度。

本规程依据国家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JGJ 3采用 A、B、C、D四级结构抗震性能目标，与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抗震性能 1、2、3、4是
基本一致的。地震地面运动一般分为三个水准，即多遇地震（小

震）、设防地震（中震）及罕遇地震（大震）。

A、B、C、D四级结构抗震性能目标，要求结构在小震作用

下均满足性能水准 1，即满足弹性设计要求；在中震或大震作用下，

四种性能目标所要求的结构抗震性能水准有较大区别。A级性能

目标是最高等级，要求结构在中震作用下满足性能水准 1，大震作

用下满足性能水准 2，即结构在大震作用下仍处于基本弹性状态；

B级性能目标，要求结构在中震作用下满足性能水准 2，大震作用

下满足性能水准 3，结构仅有轻度损坏；C级性能目标，要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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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震作用下满足性能水准 3，大震作用下满足性能水准 4，结构

中度损坏；D级性能目标是最低等级，要求结构在中震作用下满

足性能水准 4，大震作用下满足性能水准 5，结构有比较严重的损

坏，但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5.3.2 抗震性能化设计是以现有的抗震科学水平和经济条件为前

提，因此，在选用结构抗震性能目标时，需要综合考虑使用功能、

设防烈度、场地条件、结构的高度、不规则程度和类型、结构发

挥延性变形的能力、建筑的功能要求、工程造价、震后的各种损

失及修复难度等等因素；不同的抗震设防类别，其性能设计要求

也有所不同。通过对选定的抗震性能目标进行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分析与论证，使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的结构处于考虑抗震安全性

和经济性的合理平衡上。

鉴于目前强烈地震下结构非线性分析方法的计算模型及参数

的选用尚存在不少经验因素，缺少从强震记录、设计施工资料到

实际震害的验证，对结构性能的判断难以十分准确，因此在性能

目标选用时宜偏于安全一些。

高层建筑结构抗震性能目标选用时，可先考虑结构在高度和

不规则指标等方面的超限程度，按表 5-1进行初选；一般来说，结

构高度或不规则指标超限越多，选用的抗震性能目标等级宜越高；

再综合考虑本规程第 5.3.3条、5.3.4条要求及其他因素进行必要的

调整，最终选定结构和构件的抗震性能目标。

表 5-1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选用参考表

房屋高度和规则性超限程度 性能目标

结构高度和规则性均未超限，某些结构控制性参数不满足规范要求或结

构布置比较复杂，需性能化设计验证时
D级

结构高度超限（未超过 B级适用高度），但规则性未超限时；结构高度

未超限，仅规则性超限，且规则性指标超出规范适用范围不多时
D级

结构高度超限（未超过 B级适用高度），同时规则性超限，但规则性指

标超出规范适用范围不多时
C级



83

结构高度超过 B级适用高度，但规则性未超限时 C级

结构高度未超限或未超过 B级适用高度，结构规则性超限，且规则性指

标超出规范适用范围很多时

C级或

B级

结构高度超过 B级适用高度，同时规则性超限，且规则性指标超出规范

适用范围很多时
B级

结构高度超过高度超限判别界限最大适用高度 100%以上，能严格控制

结构的规则性指标时
B级

有特殊要求的结构，如特殊用途的建筑、乙类建筑（生命线工程）、甲

类建筑等
B级

注：表中结构“高度超限”和“规则性超限”是指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用

于判别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高度超限”和“规则性超限”。

多层建筑需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时，结构性能目标可根据结

构方案的特殊性和不规则项及其指标的超限程度进行选用。一般

的多层建筑可选用性能目标 D级，其中特别重要的关键构件性能

目标可选用 C级；特别重要的多层建筑、不规则项较多或不规则

程度较高或结构形式特别复杂的多层结构可选用性能目标 C级；

特殊用途建筑、乙类建筑（生命线工程）、甲类建筑等可选用性

能目标 C级或 B级。多层建筑结构存在本规程第 5.3.4条所列的关

键构件时，宜按第 5.3.4条要求提高其性能目标。

5.3.3 预估地震动水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以往震害经验看，

低烈度地区发生强震的概率虽然相对较小，但一旦发生强震后的

实际地震烈度超出设防烈度的幅度可能较大，地震破坏的程度可

能更加严重。同时，在沿海受台风影响地区及地震低烈度（如 6
度 0.05g、7度 0.10g）地区的高层建筑结构，由于地震作用较小，

结构基底剪力和层间位移通常受风荷载控制，选用的性能目标较

低时，常出现构件承载力性能指标对截面设计不起控制作用，中

震或大震作用下截面配筋仍然由小震、风及构造控制的情况，不

能充分体现结构性能化设计的抗震安全性。经对杭州、宁波、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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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地多个高层建筑在不同地震水准下的截面内力和配筋计算分

析和比较，发现多数具有下列相似的规律：基本设防烈度为 6度
时，墙肢按中震弹性设计时转为由计算配筋控制，框架柱当按大

震弹性设计时才转为由计算配筋控制；基本设防烈度为 7度时，

墙肢按中震不屈服设计时转为由计算配筋控制，框架柱按大震不

屈服设计时转为由计算配筋控制。

因此，低烈度地区的超限结构，选用抗震性能目标时应充分

考虑上述因素。本条规定了沿海受台风影响地区、地震低烈度地

区的高层建筑，仅考虑结构方案的特殊性和超限程度选取的结构

整体性能目标宜适当提高，并规定了性能目标的最低等级要求。

结构工程师按表 5.3.2选取的性能目标等级较低时，宜按下列要求

适当提高性能目标等级：

1 6度（0.05g）设防地区的高层建筑，当按表 5.3.2选用的性

能目标为 D级时，宜取 C级；当为 C级时，宜取适当高于 C级的

性能目标，或直接选用 B级。

2 7度（0.10g）设防地区的高层建筑，当按表 5.3.2选用的性

能目标为 D级时，宜取适当高于 D级的性能目标，或直接选用 C
级；当为 C级时，宜取适当高于 C级的性能目标。

5.3.4 鉴于目前非线性分析方法的计算模型及参数的选用尚存在

不少经验因素，震害及试验验证还有所欠缺，地震波的选取尚有

局限性，以及考虑震害后修复难易和代价，因此对关键构件损伤

等级和性能目标的选用宜偏于安全一些考虑。

本规程第 5.3.1条中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目标所对应的关键构件

抗震性能水准是确保结构抗震安全性的基本要求。本条建议对超

限高层、不规则项较多或不规则程度较高、结构形式特别复杂的

多、高层建筑，对各类关键构件应分析其重要性、震后产生的损

失和修复难易程度等，进行必要的分类，有选择地对特别重要的

关键构件采用更高的性能目标，且特别重要的关键构件性能目标

不应低于结构性能目标 C级对应的性能水准要求、设防地震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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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结构抗震性能水准 2 对应的要求，同时可适当提高其抗震

构造等级加强延性构造。

本条中“对局部承载具有显著影响的构件”，是指吊挂多个

楼层而容易引起连续性倒塌的吊柱、支承大型连廊的滑动支座及

其牛腿等；“对抗侧力竖向构件有显著影响的重要水平构件”是

指斜柱转折处用于平衡其水平分力的框架梁等构件，也包括特殊

楼层的楼面水平支撑等构件。

5.3.5 楼盖虽然不直接作为抗侧力构件，但在协调框架柱、剪力

墙等竖向构件之间的侧向变形及其地震力时发挥重要的作用。在

不同的结构体系和结构布置中，楼板的作用是不同的，通常在框

架结构中楼板作用需求相对较低，在剪力墙结构中特别是各墙肢

刚度差异较大时需发挥较大的作用，而在框架—剪力墙结构中具

有重要作用。

以下部位的楼板体系建议设定为关键构件，并应满足相应的性

能目标：

1 嵌固层楼板结构；

2 转换层及加强层楼板结构；

3 强连体结构中连接体及其邻近楼板结构；

4 竖向立面收进较大处的楼板结构；

5 大开洞等处较为薄弱且需要传递水平力的楼板结构。

5.3.6 对于薄弱层、软弱层和其他薄弱部位，在罕遇地震下可能

出现过于严重的破坏，这是性能化设计不允许的。因此，需要采

取适当的控制措施，如采取有效的延性构造措施以提高其延性变

形能力，某些情况下适当提高承载力也是非常有效的，或者同时

采取上述措施，以避免过于集中或过于严重的破坏。但也应注意

避免措施过强而导致塑性屈服机制转移到其他不利的部位。

5.3.7 构件的抗震等级及其延性构造措施应与结构的抗震性能水

准和构件的损坏等级相对应。一般情况下，构件的抗震等级和延

性构造措施可先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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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

技术规程》JGJ 99等相关规定采用，但有关最小纵筋配筋率、箍

筋体积配箍率等参数应在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模型中予以合理反

映，并据此确定相应的延性变形限值。当罕遇地震下的构件变形

不满足性能目标时，应提高其延性构造措施。对于新建工程，不

应通过提高构件承载力来降低规范规定的抗震等级及其延性构造。

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地震作用，抗御大震倒塌的能力提高，抗震等

级对应的设计措施更为管用。

5.3.8 对于高宽比大的超限高层建筑，小震、风荷载组合工况下

一般需控制基础底面不出现零应力区。在抗震性能化设计时，经

中震竖向构件偏拉验算底层外侧竖向构件出现受拉或大震抗倾覆

验算基础底面出现零应力区的情况时，意味着出现了基础一侧桩

基受拉、另一侧桩基受压增大的工况。若仅对上部结构进行性能

设计，而对桩基础仍只考虑非抗震和小震设计难以保证结构安全

度，需补充验算中震或大震下桩基础的抗震性能。中震、大震下

桩基的抗震性能验算方法建议如下：

1 桩基的抗震性能目标

桩基的抗震性能目标宜与上部结构性能目标相适应，并考虑桩

基震后修复的困难性，确定桩基的抗震性能目标最低要求为：小

震下不损坏；中震下轻微损坏；大震下允许部分受损，但不能失

效，不致引起结构倒塌。即小震下弹性，中震下不屈服，大震下

不破坏。

2 单桩竖向承载力及各工况安全度取值

根据《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第 5.2节规定，

桩基竖向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非抗震工况时，应满足

ak RN  和 ak RN 2.1max  ； 小 震 工 况 时 ， 应 满 足 aEk RN 25.1 和

aEk RN 5.1max  ，而 KQR uka / 。非抗震工况以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

准值 ukQ 衡量的单桩竖向承载力安全系数K不小于 2.0，将上述公式

中 aR 前面的不同组合工况单桩竖向承载力提高系数统一换算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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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ukQ 衡量的单桩竖向承载力安全系数

1K 见表 5-2。由于中震和大震发生的概率比小震依次递减，按桩基

的最低性能目标要求，桩基竖向承载力安全系数下限值也可依次

比小震时低，中震时桩基竖向承载力应适当留有安全储备，大震

时可基本采用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中震、大震下桩基竖

向承载力验算时，以 1/ KQuk 作为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应满足大

于中震、大震工况下的桩顶竖向力标准值。

表 5-2 桩基竖向承载力安全系数 1K

工况
单桩竖向承载力

安全系数

偏心受压群桩的竖向承载力安全系数

平均安全系数 最小安全系数

非抗震 2.0 2.0 1.67

小震 1.6 1.6 1.33

中震 1.3 1.3 1.2

大震 1.1 1.1 1.0

3 中震、大震下桩身受压承载力验算

中震工况时，按照中震不屈服的性能目标，上部结构荷载取中

震作用标准值，桩身抗力取材料强度标准值，不考虑承载力抗震

调整系数，考虑成桩工艺系数，且为桩身承载力保留一定的富裕

度，不计入钢筋的承压作用贡献，验算公式为： pckcEk AfN  ，其

中 ckf 表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大震工况时，按照大震不破坏的性能目标，上部结构荷载取大

震作用标准值，桩身抗力取材料强度标准值，不考虑承载力抗震

调整系数，不考虑成桩工艺系数，且为桩身承载力保留一定的富

裕度，不计入钢筋的承压作用贡献，验算公式为： pckEk AfN  。

4 中震、大震下桩身受拉承载力验算

中震工况时，按照中震不屈服的性能目标，上部结构荷载取中

震作用标准值，抗力取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不考虑承载力抗

震调整系数，验算公式为： sykEk AfN  ，其中 ykf 为钢筋屈服强度标

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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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震工况时，按照大震不破坏的性能目标，上部结构荷载取大震

作用标准值，抗力取钢筋的极限强度标准值，不考虑承载力抗震

调整系数，验算公式为： sstkEk AfN  ，其中 stkf 为钢筋极限强度标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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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计算分析

6.1 一般规定

6.1.1 为了分析建筑结构在给定抗震水准的性能，可以采用的分

析方法有静力弹性分析(LSP)、动力弹性分析(LDP)、非线性静力

弹塑性分析(NSP)、非线性动力弹塑性分析(NDP)。当建筑结构的

材料性能处于弹性小变形状态时，一般可假定力与变形之间是线

性关系，可采用线弹性方法进行结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分析

比较简单，效率也较高。当建筑结构的材料性能处于弹塑性状态

时，力与变形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是非线性的，

这时宜采用弹塑性方法进行结构的分析与设计。

当建筑结构的塑性发展比较强烈或变形较大时，采用线弹性

方法得到的分析结果将存在过大的偏差，应适当考虑几何非线性

影响。

6.1.2 抗震计算主要包括小震弹性计算、中震弹性（弹塑性）计

算复核、大震弹性（弹塑性）计算复核三部分。地震作用计算可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弹性时程分析法、弹塑性静力推覆分析

法和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法。

本条中的弹性分析，主要用于尚未出现钢筋或钢材屈服和混凝

土压溃等塑性或不可恢复破坏的情况，但允许混凝土出现开裂等

刚度折减情况，同时也建议对受弯、压弯等出现拉应力的混凝土

构件考虑刚度折减影响，以更准确地反映结构的实际刚度。

本条中的等效弹性分析，主要针对已出现一定程度的钢筋或

钢材屈服、或混凝土压应力超过峰值应力较多甚至局部压溃等情

况。此时的等效弹性除应考虑混凝土开裂引起的刚度折减外，尚

应考虑上述不可恢复变形的刚度退化影响。当针对关键构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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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遇地震等承载力复核时，等效弹性分析的刚度折减或刚度退化

系数如考虑不充分时，将过高估计其地震内力，因此对于出现严

重塑性变形的结构，如难以合理评估相关构件的刚度折减系数，

应尽量避免采用等效弹性分析方法。混凝土构件不考虑混凝土部

分的抗拉承载力，但等效弹性模型往往根据混凝土部分计算截面

刚度，容易过高估计这类构件的计算内力，可根据受力情况进行

适当的刚度折减，必要时可进行裂缝验算。

弹性分析可采用线性方法，弹塑性分析可根据性能目标所预

期的结构弹塑性状态，分别采用增加阻尼的等效线性化方法以及

静力或动力非线性分析方法。对性能水准 1、2、3采用弹性方法

计算时，构件采用承载力进行设计验算；对性能水准 3、4、5采
用弹塑性方法计算时，延性破坏构件采用变形限值复核构件破坏

程度，脆性破坏构件采用承载力复核构件性能。采用等效弹性方

法计算时，可适当考虑结构阻尼比的增加（增加值一般不大于 0.02）
以及剪力墙连梁刚度的折减（刚度折减系数一般不小于 0.3）。

6.1.4 本条规定，对于上述复杂的结构，应采用动力分析方法进

行补充验算。弹性动力时程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在地震作

用下结构或构件质量、刚度突变以及扭转引起的动力放大效应；

弹塑性动力着重发现构件可能破坏的部位及其弹塑性变形程度。

6.1.5 Pushover分析可以较为简便地确定结构在不同地震强度下

目标位移和变形需求，了解构件破坏过程，以及设计中的薄弱部

位等，但对于高阶振型影响比较显著的建筑结构或复杂结构，

Pushover方法存在较明显的不足，如无法考虑地震作用持续时间、

能量耗散、承载力衰减等影响因素，水平荷载分布模式的选择直

接影响评估结果，对具有多种可能破坏形式的结构往往只能得到

其中一种。第一阶振型为主一般指第一振型质量参与系数不小于

75%。FEMA356 定义高阶振型影响显著是指质量参与系数达到

90%的模态分析所得到的任何楼层剪力，大于仅有一阶模态分析的

楼层剪力的 1.3倍。



91

6.1.6 1）结构弹塑性分析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的关键

技术，通常分为三个层次：材料层次，构件层次和结构层次。

材料层次的结构弹塑性分析以材料应力、应变为基础，通过

应力判断材料强度是否满足要求，通过应变判断材料变形是否满

足要求，目前在部分超限工程中有应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与钢结

构不同，是非均匀材料，且存在混凝土开裂、内力重分布等特性，

仅通过材料应力、应变判断构件的损坏程度和结构是否倒塌有一

定难度。常用的材料本构模型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C。
结构层次的弹塑性分析以结构层间剪力和层间位移角为基础，

通过结构层间位移角判断结构的损坏程度和是否倒塌。层间剪力

和层间位移角的本构关系可通过极限理论或基于材料应力应变的

有限元计算得到。极限理论的方法精度很低，有限元法的精度受

材料本构影响很大，计算结果离散性很大，且很难通过试验验证。

承受相同层间位移角的不同竖向构件，破坏程度可能相差很大，

无法得到真实的构件损坏程度。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理论是建立在钢筋混凝土构件试验基础

上，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是通过构件承载力设计保证结构安

全的，构件的弹塑性性能可通过构件试验进行验证，结构工程师

熟悉上述知识，因此基于构件层次的结构弹塑性分析结果更易于

工程应用。

构件层次的结构弹塑性分析以构件内力和构件变形为基础，

通过构件内力判断构件承载力是否满足要求，通过构件变形判断

构件的损坏程度，是本规程推荐的分析方法。

2）虽然钢筋混凝土结构受力性能存在较大的离散性，但从统

计学的角度出发，经过多年的理论计算和试验研究并不断改进和

修正，结果显示其计算精度能够满足工程要求。

3）结构弹塑性计算结果的精度直接影响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判

断，应在正确理解计算参数物理意义的基础上，根据工程具体情

况和规范相关要求合理选取。结构弹塑性计算应采用经过试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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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国内外公认的成熟的本构模型和计算软件。

弹塑性计算分析首先要了解分析软件的适用性，选用适合于

所设计工程的软件，然后对计算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判断。

6.1.7 结构等效阻尼一般包括结构构件本身的材料非线性耗能、

填充墙等未参与计算的非结构构件的材料非线性耗能、土-基础相

互作用、以及消能和隔震装置耗能。根据建筑结构设计的具体特

点应调整粘性阻尼的大小。ATC72和最近的研究出版物（如 Cruz
和Miranda，2016年；Bernal等人，2015 年）从测量的建筑数据

中提供证据，表明高层建筑的阻尼建筑物比低层建筑物少。考虑

到中国对整体刚度的计算一般采用弹性刚度，限值的要求比国外

要高，故在计算整体刚度时可以采用较大的等效阻尼比，但是在

计算构件内力时，可偏安全的适当减小阻尼比。罕遇地震下采用

等效弹性分析时所采用阻尼比，可依据 Pushover分析结果进行合

理取值。结构在大震作用下，由于结构构件的非线性本构关系模

型直接体现了能量耗散，所以不应通过增加结构阻尼比与采用非

线性单元两种方式重复考虑能量耗散，以避免低估结构响应造成

结构设计偏于不安全。

采用显式积分方法时，若使用完整的瑞利阻尼形式，则计算

工作量会显著增加，所以目前工程应用中一般会做简化处理，如

忽略瑞利阻尼的质量项以节约计算时间，这种做法将带来一定的

潜在计算偏差，表现在可能会放大结构的高阶振型响应。

为控制弹塑性分析时不同阻尼输入方法及其参数取值造成过

大的阻尼差异，本标准要求在弹塑性时程分析之前，先在弹性分

析模型中采用与弹塑性分析一致的阻尼输入方法及其阻尼参数进

行地震响应试算，并与基于振型分解法的弹性时程进行对比，其

基底剪力及最大层间位移角等结果差异宜控制在 5%以内。

6.1.8 通常在结构整体模型上同时施加结构自重来计算自重产生

的内力，但实际的结构自重是分层施加的，对于超高层建筑、大

跨度转换、大悬挑结构等，上述两个模型计算结果相差较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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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抗震计算应考虑施工过程对上述结构内力产生的影响。超高层

结构和复杂结构容易出现不均匀竖向变形，同时伸臂桁架后装等

特殊施工工艺对结构构件内力影响较大，因此应进行施工模拟分

析，并作为罕遇地震下抗震性能分析和评价的基本条件。对于某

些特殊的混凝土结构，混凝土的收缩变形和徐变变形可能非常显

著，必要时建议一并考虑。当施工方案与施工模拟计算不同时，

应重新调整相应的计算。

非线性增量动力分析针对某一建筑结构，考虑其可能的非线

性属性，通过不断增加地震作用峰值的方式，得到该建筑结构在

地震作用的全过程分析结果，可进一步评估结构的抗倒塌能力。

6.1.9 结构体系要求受力明确、传力途径合理且传力路线不间断，

使结构的分析结果更符合结构在地震等外力作用下的实际表现，

对提高结构的抗倒塌性能将十分有利，是结构选型与布置结构抗

侧力体系时首先考虑的因素之一，弹塑性分析可以较好地判别结

构在地震等外力作用下传力途径是否合理。多道防线对于结构在

强烈地震等外力作用下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多道防线的概

念，通常指的是：

1、整个结构体系由若干个延性较好的分体系组成，并由延性

较好的结构构件连接起来协同工作。如框架-抗震墙体系是由延性

框架和抗震墙两个系统组成；双肢或多肢抗震墙体系由若干个单

肢墙分系统组成；框架-支撑框架体系由框架和支撑框架两个系统

组成；框架-筒体体系由框架和筒体两个系统组成。

2、结构体系具有足够的安全冗余度，有意识地建立起一系列

分布的塑性屈服区，使结构能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等外力输入的

能量，一旦破坏也易于修复。设计计算时，需考虑部分构件出现

塑性变形后的内力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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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结构分析模型

6.2.1 对于复杂的三维空间受力体系，计算分析时应根据结构实

际情况，选取能较准确地反映结构中各构件的实际受力状况的力

学模型。结构工程师必须对结构原型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负责，并

了解结构计算结果是在许多假设的条件下针对计算模型得到的，

结构原型的受力与计算模型的结果可能有较大差异。结构工程师

应选择合适的计算软件并根据计算软件的力学原理，合理地将结

构原型简化为符合计算软件力学原理的计算模型，并根据力学概

念将模型计算结果合理转化为结构计算所需要的内力、变形等。

设计师对所有计算结果应进行判别，确认其合理有效后方可用于

结构原型设计。复杂结构采用至少两个不同力学模型的结构分析

软件进行整体计算分析，可以相互比较和验证，以保证结构分析

的可靠性。

6.2.2 弹性分析模型，应准确反映结构与构件的刚度，必要时应

反映节点的半刚性刚度。弹塑性分析模型，除应准确反映构件和

节点的刚度外，尚应准确反映其承载力和延性变形能力，用于动

力分析的弹塑性模型尚应合理反映其滞回性能。弹塑性模型在弹

性阶段的主要计算结果应与多遇地震分析模型的计算结果基本相

同，主要振动周期、振型和总地震作用应一致。

6.2.3 楼板虽不作为主要抗侧力构件，但对竖向抗侧力构件之间

的地震力分配起到重要作用，也为水平抗侧力构件起到稳定作用，

建模时应重视具体工程中楼板的作用和建模方法。桁架弦杆层的

楼板起到桁架弦杆的作用，当采用刚性隔板假定时，桁架弦杆层

变为无限刚，过高估计弦杆轴向刚度而明显失真。特别是设置环

桁架和伸臂桁架的超高层建筑，相关楼层的楼板内存在很高的剪

应力，采用刚性楼板时较明显的改变了结构刚度和动力特性。当

连廊采用壳单元模拟时，刚性楼板假定约束了连梁的上边缘从而

导致连梁刚度严重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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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面内剪切刚度折减系数一般可取 0.1，面内轴向刚度折减

系数可取 0.2~0.3；楼板应力较小时，可适当放大，应力水平超出

强度标准值较多时，楼板刚度可取零。

加强层和其他复杂受力区域的楼板，在地震作用下容易破坏，

从而改变竖向抗侧力构件之间的地震力分配，弹塑性分析时应考

虑类似情况的不利影响，同时分析楼板的具体破坏情况，以便采

取对应的加强措施。当弹塑性楼板出现不合理的跨度和平面外受

力时，还应考虑实际的楼面次梁布置以避免楼板在竖向荷载下首

先破坏。

6.2.4 本条对弹塑性模型的材料和单元类型作出相关规定。结构

构件的弹塑性力学模型可采用基于材料的模型或基于构件的模型，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基于材料的模型应采用材料应力-应变(σ-ε)
本构模型，弹塑性时程分析时应采用反复荷载作用下的材料应力-
应变(σ-ε)滞回本构模型，混凝土材料的本构模型宜有下降段；2）
基于构件的模型应采用构件的力-变形模型，包括弯矩-曲率(M-φ)
模型、弯矩-转角(M-θ)模型、剪力-转角(V-θ)模型、剪力-位移(V-△)
模型、轴力-位移(N-△)模型等，弹塑性时程分析时应采用反复荷

载作用下的构件力-变形滞回模型。

本条规定梁、柱、墙的非线性单元推荐类型，例如柱、墙、支

撑应考虑 P-M-M的相关性，当杆系构件的非线性发展不集中在杆

件端部时，不应采用塑性区非线性弹簧模型或塑性铰模型。

弹塑性纤维单元等简化墙单元模型，由于其强制解耦剪力墙的

拉、压、弯曲和剪切受力状态，具有一定的粗糙性，不宜在复杂

剪力墙非线性分析中采用，采用时应重点关注如何正确考虑剪切

变形、剪切刚度及剪切非线性破坏等问题；复杂剪力墙（形状不

规则、存在较大洞口及洞口错位等情况）宜采用非线性分层壳模

型；

理论研究和非线性分析工程实践表明，混凝土连梁是混凝土结

构中非线性发展强烈的构件，也是混凝土结构重要的耗能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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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点进行细致的非线性模拟。当跨高比小于 3时，连梁受力状

态复杂，拉、压、弯曲和剪切作用高度耦合且不可忽略相互影响，

宜采用细分网格的非线性分层壳单元进行模拟，单元网格尺寸控

制在连梁高度的 1/4左右为宜，同时连梁单元与周边墙体单元的网

格应保证变形协调。

钢管混凝土可考虑混凝土的约束效应；普通混凝土构件也宜适

当考虑箍筋对混凝土受压变形能力的有利影响（完全按素混凝土

本构时失真较多），但不建议考虑箍筋对混凝土承载力的提高影

响；钢结构构件当宽厚比较大时容易发生局部失稳，但梁单元采

用平截面假定而无法考虑这一不利影响，设计时应避免采用过大

的宽厚比或考虑宽厚比的影响。对于钢结构，宜考虑节点域剪切

变形影响。

设计人员也应充分把握当前弹塑性建模与分析结果的局限性，

比如：纤维单元的抗剪仍按弹性计算，需要单独进行承载力复核，

同时在剪压比较大时无法考虑剪力对抗弯承载力的耦合影响，过

高估计抗弯承载力；塑性铰单元可以考虑抗剪承载力，但往往也

不与正截面承载力耦合；积分壳单元可以考虑抗弯、抗剪的承载

力耦合关系，但抗剪承载力一般无法计入分布筋的影响，导致抗

剪承载力偏低；纤维单元的塑性铰只能出现在沿单元长度方向的

积分点位置，单元划分不充分时容易高估单元抗弯承载力；塑性

铰单元的塑性铰只能出现在梁端处，无法出现在跨中而无法反映

钢结构构件的跨中屈服或弹塑性失稳；纤维单元和积分壳元按平

截面假定，无法考虑纵筋屈曲现象，因而高估其延性变形能力；

剪力墙采用纤维单元时，两个方向的混凝土纤维是独立受力的，

无法考虑承载力的相关性，容易过高估计承载力；钢结构构件不

会发生截面局部失稳，因而对较大宽厚比的截面总是高估其延性

变形能力。

6.2.5 弹性模型重在反映单元刚度，而弹塑性模型更注重反映单

元的承载力和变形能力。当采用纤维梁（积分梁）单元模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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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框架柱时，单个构件的单元划分数量，对于两个积分点的单

元不应小于 3个，对于单个积分点的单元不应少于 6 个；采用壳

单元模拟剪力墙时，单元尺寸不宜大于 1m，不应大于 1.5m。对节

点进行精细有限元分析时，应确保有限元模型的边界条件与实际

结构相符。

6.2.6 材料平均值的计算可参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中 C.1.1和 C.2.1条。为与结构弹性计算时一致，并

符合弹性模量为材料平均值的实际情况，建议混凝土材料本构曲

线在 2/3倍峰值应力以下时采用直线，弹性模量按混凝土规范规定

取值，否则弹塑性模型下的弹性模量仅零应力时的切线模量与规

范规定一致。

6.2.7 高层建筑结构的宜采用包含上部结构与地下室的整体模型。

考虑土-结构相互作用时，主体塔楼的刚度变小周期增大，地震力

减小而变形增大，可更真实地反应结构实际地震需求和抗震性能，

并有利于更清晰地描述主体结构地震力向地基基础的传递过程。

6.2.8 对于采用预埋件焊接连接、螺栓连接等连接节点的装配式

结构，或预制构件之间及预制构件与现浇、后浇混凝土的接缝处

难以达到现浇结构的整体性能时，宜根据节点和接缝在受力全过

程中的特性进行非线性仿真模拟，节点和接缝的非线性行为可根

据试验研究确定。

6.3 弹性分析与等效弹性分析

6.3.2 混凝土构件经常处于带裂缝工作状态，从而导致刚度出现

一定的退化，欧美规范中在混凝土结构抗震计算时往往乘以一个

小于 1的刚度折减系数。本标准综合考虑规范的连贯性等因素，

认为多遇地震弹性分析时仍可采用毛截面刚度，一般仅对连梁构

件按相关规范进行刚度折减。框架梁因为楼板的翼缘作用，往往

考虑其刚度放大影响，对变形计算时相对更真实，但内力计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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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设计时建议不考虑该放大作用，避免梁配筋过大而不易满足

强柱弱梁的抗震设计理念，同时也反映楼板受拉时退出工作的实

际情况。多遇地震的地震效应计算时，连梁折减系数不宜小于 0.5，
重力荷载、风荷载作用效应计算不宜考虑连梁刚度折减。

6.3.3 参照 FEMA 356，对于规则结构，当绝大多数抗侧构件承载

力与荷载效应组合的比值大于 2时，可采用等效弹性分析法；对

于不规则结构，所有抗侧构件承载力与荷载效应组合的比值均大

于 2，方可采用等效弹性分析法。罕遇地震采用等效弹性法计算时，

构件刚度宜根据弹塑性分析的结果进行综合评估，其刚度折减可

进一步考虑钢筋或钢材塑性、混凝土非线性损伤等因素影响。构

件刚度折减情况宜按实际情况取值，建议连梁刚度按不同高度范

围的损伤情况分段取值，如低区取 0.5~0.6，中高区取 0.2~0.3；框

架梁刚度折减系数取 0.7~0.8；底部加强区或其他明显受拉区域的

剪力墙，其刚度折减系数宜取 0.7~0.8，全截面受拉的剪力墙刚度

可进一步折减；加强层等楼板刚度折减系数宜取 0.2~0.5，构件承

载力验算时宜取零。

总体而言，当结构出现较大范围或较高程度的钢筋或钢材屈

服、混凝土非线性损伤时，不建议采用等效弹性分析法。当确定

采用时，应对其破坏情况进行合理评估，对刚度折减系数进行合

理取值。

6.4 静力弹塑性推覆分析

6.4.1 非线性静力分析一般沿结构高度施加按一定形式分布的模

拟地震作用等效侧力，并从小到大逐步增加侧向力的强度，使结

构由弹性工作状态逐步进入塑性工作状态，最终达到并超过规定

的弹塑性位移。非线性静力分析方法的优点是计算效率相对较高，

计算结果相对清晰易用；缺点是计算分析中所采用的侧向作用力

分布形式具有假定性，竖向不规则结构和动力特性复杂结构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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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得到包含下降段的全过程推覆过程存在一定计算困难，应

用能力谱方法时可能无法通过能力谱和需求谱相交得到性能点，

其计算结果需要工程经验判断。

6.4.2 本条侧向力模式参照 FEMA 356。静力弹塑性分析的侧力模

式与结构的侧移变形模式相关，因此不同的侧力模式对分析结果

有直接影响。建议分别采用振型组合侧力模式和倒三角形分布模

式进行分析，有条件时可采用自适应侧力模式，采用振型组合侧

力模式时所考虑的振型数的参与质量需达到总质量的 90%。

6.4.3 突出屋面的楼电梯间屋面面积较小时，控制点应选在主要

屋面层。

6.4.4 弹塑性静力推覆分析方法主要有美国 ATC40、日本

BSL2000采用的能力谱法，和美国 FEMA 356推荐的目标位移法。

国内使用较广泛的是能力谱法。

6.4.5 结构在地震作用下进入弹塑性状态，由于弹塑性耗能，使

得等效阻尼比增大，反应谱曲线随之改变。

6.5 静力弹塑性推覆分析

6.5.1 隐式积分方法进行非线性迭代时，需保证在每个加载时间

步长范围内迭代收敛后才能继续下一加载步计算，若无法迭代收

敛，则计算结果会产生不可预测的“漂移”现象。当局部构件破坏

比较严重时，经常出现隐式积分方法难以迭代收敛的情况，从数

学方法的角度解决该问题存在一定困难，不同的软件实现会采取

一定的“策略”规避该问题，例如缩小时间步长或强制收敛，这些

做法可能造成计算时间耗费显著增加或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时程计算时，原则上不得人为干预计算步长，应由软件根据隐式

或显式积分算法的具体要求进行确定。

显式积分方法一般采用差分格式求解，为满足算法稳定性，

建筑结构非线性动力分析的积分步长在采用小于 1m单元网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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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控制在 10-5~10-4左右，差分格式不需要非线性平衡迭代过程。

显式积分方法可避免迭代不收敛问题，但由于最小稳定步长的要

求，计算量巨大。采用显式积分算法时，当个别构件长度过短而

导致计算步长过小时，可允许局部构件适当增加质量，但每个楼

层增加的质量宜控制在 1%以内。

另外，实际工程应用中，常在施工加载阶段采用隐式算法，

动力时程分析阶段采用显式算法，在两种方法衔接的时候，需要

进行内外力和加速度的平衡校验，否则会在模型中产生额外的冲

击导致分析结果失真。

6.5.2 对于风荷载起控制作用的低烈度区的超限结构，罕遇地震

作用下可能很少出现构件屈服、严重损伤等情况。必要时可比设

防烈度提高一度进行罕遇地震弹塑性时程分析，以检验结构的屈

服机制，寻找结构薄弱部位及可能的破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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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构性能目标验算和评价

7.2 结构整体性能评价

7.2.1 1 层间弹塑性位移角是弹塑性分析结果中最主要指标之一，

是评判整体结构在大震作用下的抗倒塌能力的重要指标，应满足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给出

的层间弹塑性位移角限值要求。

2 一般来说，结构在大震作用过程中，结构顶点沿地震波作用

方向前后摇摆，其顶点位移曲线表现出在中心直立的平衡位置左

右对称振动的特征；如果结构的顶部位移曲线出现了不能回复到

平衡位置，而是偏向一侧的现象，则说明结构发生了非常严重的

破坏，或者不能保持直立，甚至倒塌，如图 7-1所示。

图 7-1 典型顶点位移时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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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顶点位移的大震弹塑性和大震弹性时程曲线对比，能

够比较直观的查看结构的塑性开展进程，如图 7-2所示。由图可知，

大震地震波作用的前 4s，弹塑性与弹性计算顶点位移响应几乎同

步，从第四秒开始，结构开始进入塑性，结构抗侧刚度随着塑性

开展逐渐减小，周期逐渐增大，周期值从弹性阶段的 1.7s逐渐增

大至 3.6s，第 19s时顶点位移达到峰值，位移时程仍然保持平衡点

上下摆动，若层间弹塑性位移角能够满足规范限值，则结构整体

能够满足大震不倒的性能水平。

图 7-2 弹塑性与弹性顶点位移时程曲线对比

3 地震波作用之后结构存在损伤，结构整体表现为塑性残余变

形，此时，结构已经偏离初始几何位置，通过观察结构的残余变

形，能较为直观的判断结构薄弱部位。

当结构某一部位发生破坏时，有可能在该处形成损伤累积效

应，因此，弹塑性分析有时候能够发现弹性分析无法得到的薄弱

部位，以某工程大震弹性与弹塑性计算层间位移角为例，如图 7-3。
由图可知，线弹性计算下，结构薄弱部位在第 6层，而考虑弹塑

性时，结构实际薄弱部位在第 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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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大震弹性和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对比示例

7.2.2 基底剪力是描述地震水平力大小的最重要指标。正常情况

下，大震弹塑性基底剪力是小震弹性基底剪力（可与小震 CQC对

比）的 3~5倍，主要原因是大震弹性基底剪力与小震弹性基底剪

力之比为 6倍左右，而在大震作用下，结构部分构件进入塑性耗

能阶段，结构刚度退化，等效阻尼比增加，周期变长，因此大震

弹塑性下基底剪力小于大震弹性。但 3~5倍原则并非普适规律，

一是由于地震波的特殊性，可能存在弹塑性基底剪力接近甚至超

过大震弹性基底剪力的情况，二是该比值与设防烈度相关，低烈

度区往往超过 5倍，而高烈度区可能小于 3倍。

通过对基底剪力的大震弹塑性和大震弹性时程曲线对比，也

能够比较直观的查看结构的塑性开展进程，如图 7-4所示。由图可

知，大震地震波作用的前 15s，弹塑性和弹性时程计算的基底剪力

一致，说明结构整体尚处于弹性阶段，第 15s以后弹塑性计算的

基底剪力明显小于弹性时程，说明结构已经进入塑性，随着塑性

的开展，弹塑性与弹性基底剪力比值越来越小，周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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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弹塑性与弹性基底剪力时程曲线对比

7.2.3 地震作用下结构构件合理的屈服次序对结构抗倒塌十分重

要。合理的屈服次序指：耗能构件率先屈服，较其他构件具有更

大的弹塑性变形能力和耗能能力；重要程度相对较低的构件，屈

服不致引起结构倒塌。首先屈服的构件应为弯曲破坏的水平构件

及耗能构件，然后是支撑杆件、普通竖向构件，最后才是关键竖

向构件。

一般情况下，耗能构件包括剪力墙连梁、框架梁、消能梁段、

延性墙板、耗能型支撑等，关键构件包括底部加强部位的重要竖

向构件、水平转换构件及与其相连的竖向支承构件、大悬挑结构

的主要悬挑构件、加强层伸臂和周边环带结构的竖向支撑构件、

承托上部多个楼层框架柱的腰桁架、长短柱在同一楼层且数量相

当时该层各个长短柱、扭转变形很大部位的竖向（斜向）构件、

重要的斜撑构件等。

值的注意的是，构件重要程度应结合结构的具体形式和特点

综合评定。例如支撑杆件，在钢框架-中心支撑结构中为优先屈服

的耗能构件，在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中其屈服优先级应低于消

能梁段，在转换桁架中则为关键构件。

对一般钢筋混凝土结构，可根据构件重要程度及抗弯、抗剪

性能水准要求，控制构件屈服次序，由先到后为：剪力墙连梁、

框架梁端、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框架柱根。

钢结构构件的屈服次序，还可通过性能系数调整塑性铰出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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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以实现。不同构件性能系数大小关系，可归纳如下：

（1） 框架结构：柱＞梁

（2） 框架—中心支撑结构：柱＞梁＞支撑

（3） 框架—偏心支撑结构：柱＞支撑＞梁＞消能梁段

（4） 非塑性耗能区＞塑性耗能区，关键构件＞一般构件

7.3 结构构件抗震性能水准的验算和评价

7.3.3 本条给出各个性能水准下结构的设计基本要求。《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有关于构件极限承载力复核，材料强度取极限值，

本规程参考《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对不屈服验算，材

料强度采用标准值。

第 1性能水准结构，要求全部构件的抗震承载力满足弹性设

计要求。多遇地震作用下，其承载力和变形应符合《抗规》、《高

规》等规程的有关规定；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不宜低于规范的有

关规定，需要特别加强的构件可适当提高抗震等级，已为特一级

的不再提高。在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构件抗震承载力需满足中

震弹性的设计要求，如式（7.2.2-1），其中不计入风载组合，水平、

竖向地震作用下构件内力（ *
EhkS 、 *

EvkS ）不需要考虑与抗震等级有

关的增大系数。

第 2性能水准结构的设计要求与第 1性能水准结构的差别是，

框架梁、剪力墙连梁等耗能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只需要满足屈服

承载力设计要求（式 7.2.2-2）。对耗能构件只需验算水平地震作

用为主要可变作用的组合工况，式（7.2.2-2）中重力荷载分项系数

G 、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Eh 及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 RE 均取 1.0，
竖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Ev 取 0.4。

第 3性能水准结构，允许部分框架梁、剪力墙连梁等耗能构

件正截面承载力进入屈服阶段，整体结构进入弹塑性状态，应进

行弹塑性分析。为了便于设计，允许采用等效弹性方法计算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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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及关键部位构件的组合内力（ GES 、 *
EhkS 、 *

EvkS ），计算中可适

当考虑结构阻尼比的增加（增加值一般不大于 0.02）以及剪力墙

连梁刚度的折减（刚度折减系数一般不小于 0.3）。实际工程设计

中，可先对底部加强部位和薄弱部位的竖向构件承载力按上述方

法计算，再通过弹塑性分析校核全部竖向构件均未屈服。

第 4性能水准结构，允许部分竖向构件及大部分框架梁、剪

力墙连梁等耗能构件进入屈服阶段，但构件的受剪截面应满足截

面限制条件，按最小截面要求设计的构件最小截面是防止构件发

生剪切脆性破坏的最低要求。验算时， GEV 、 *
EkV 可按弹塑性计算结

果取值，也可按等效弹性方法计算结果取值。结构的抗震性能必

须通过弹塑性计算加以深入分析，例如：弹塑性层间位移角、构

件屈服的次序及塑性铰分布、塑性铰部位钢材受拉塑性应变及混

凝土受压损伤程度、结构的薄弱部位、整体结构的承载力不发生

下降等。

第 5性能水准结构与第 4性能水准结构的差别在于关键构件

承载力宜满足“屈服承载力设计”的要求，允许比较多的竖向构

件进入屈服阶段，并允许部分“梁”等耗能构件发生比较严重的

破坏。结构的抗震性能必须通过弹塑性计算加以深入分析，尤其

应注意同一楼层的竖向构件不宜全部进入屈服并宜控制整体结构

承载力下降的幅度不超过 10%。

7.3.6 各类构件的损伤示意如图 7-5~7-10。

完好（钢筋尚未进入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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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损坏（钢筋进入屈服）

轻度损坏（钢筋拉应变 0.03）

中等破坏（钢筋拉应变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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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045）

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1）

图 7-5 梁构件

完好（钢筋尚未进入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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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损坏（钢筋进入屈服）

轻度损坏（钢筋拉应变 0.03）

中等破坏（钢筋拉应变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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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045）

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1）

图 7-6 柱构件

完好（钢筋尚未进入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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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损坏（钢筋进入屈服）

轻度损坏（钢筋拉应变 0.03）

中等破坏（钢筋拉应变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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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045）

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1）

图 7-7 一字形墙体构件

完好（钢筋尚未进入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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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损坏（钢筋进入屈服）

轻度损坏（钢筋拉应变 0.03）

中等破坏（钢筋拉应变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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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045）

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1）

图 7-8 L形墙体构件

完好（钢筋尚未进入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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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损坏（钢筋进入屈服）

轻度损坏（钢筋拉应变 0.03）

中等破坏（钢筋拉应变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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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045）

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1）

图 7-9 工字形墙体构件

完好（钢筋尚未进入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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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损坏（钢筋进入屈服）

轻度损坏（钢筋拉应变 0.03）

中等破坏（钢筋拉应变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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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045）

严重破坏（钢筋拉应变 0.1）

图 7-10 T形墙体构件

7.3.8 钢结构的构件进行有限元分析时，应能充分考虑构件的失

稳变形，避免采用单个单元模拟构件。

7.4 结构防地震倒塌性能分析

7.4.3 本条为对抗地震倒塌计算的建筑结构的计算模型要求。非

结构构件对于结构地震倒塌有影响，但目前尚无合理可用的计算

模型及计算参数。刚性楼板假定不适合房屋建筑结构的弹塑性地

震反应计算。当楼梯、填充墙或其它非结构构件会显著影响结构

动力响应时，特别是对于框架和框剪结构，应考虑其不利影响。

7.4.5 小震下弹性不同阻尼模型结果对比分析验证其合理性。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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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模型的选取，隔震结构和消能减震结构阻尼比参考相关标准的

规定。

7.4.7 倒塌易损性分析法采用结构的倒塌概率判别结构是否满足

抗地震倒塌要求，因此，采用比弹塑性时程分析法更多的加速度

时程记录进行抗倒塌计算，且地震记录应为比较强烈的地震地面

运动。

7.4.8 基于材料的模型应采用材料应力-应变本构模型，弹塑性时

程分析时应采用反复荷载作用下的材料应力-应变滞回本构模型，

混凝土材料的本构模型宜有下降段。

基于构件的模型应采用构件的力-变形模型，包括弯矩-曲率

（M-φ）模型、弯矩-转角（M-θ）模型、剪力-转角(V-θ)模型、剪

力-位移(V-∆)模型、轴力-位移(N-∆)模型等；弹塑性时程分析时应

采用反复荷载作用下的构件力-变形滞回模型。

减隔震结构中消能减震构件弹塑性模型应有相应依据。

7.4.9 规则墙体可采用的墙单元通常有多垂直杆单元或弹塑性纤

维单元。粘滞阻尼器可采用弹簧-阻尼元件串联单元。软钢阻尼器

和隔震支座可采用非线性弹簧单元。

7.4.10 本条规定了地震影响下建筑结构发生倒塌的判别标准。本

条第 1款采用地震后结构的稳定性作为判别参数。地震加速度时

程曲线输入结束后，结构进入自由振动，若结构位移呈增大趋势，

表明结构丧失稳定，不满足抗倒塌要求。本条第 2 款采用弹塑性

时程分析的层间位移角峰值作为判别参数，主要参考 TBI (Tall
Buildings Initiative) 指南 Guidelinesfor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of Tall Buildings 中 6.7 小节 Unacceptable Response 关于

层间位移角峰值的规定。本条第 3 款采用结构竖向变形量作为判

别准则，结构震后竖向变形过大或者对下部楼层构件造成冲击使

其破坏则认为其不满足抗倒塌要求。

7.4.11 倒塌易损性分析法采用结构倒塌概率判别房屋建筑是否

满足地震抗倒塌要求。表 7.4.10规定的可接受最大地震倒塌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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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震害分析及大量计算得到的。

8 既有建筑改造加固抗震性能化设计

8.1 一般规定

8.1.1 本条明确了本章的适用范围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8.1.2 既有建筑抗震加固之前，须进行抗震鉴定，否则加固设计

缺乏依据。《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2-2021 第

2.0.4条第 2款规定：既有建筑的鉴定应同时进行安全性鉴定和抗

震鉴定。

8.1.3 为避免对大量的既有构件进行加固，可有选择性地将部分

重要的抗侧力构件，采用相对较高的性能目标和延性构造进行设

计和加固；而对于重要抗侧力构件以外的其他抗侧力构件，在不

加固或简单加固的情况下允许采用相对较低的性能目标和允许更

大的破坏或延性变形。

8.1.5 建成年代较久的既有建筑，其材性与当前建设用材料有所

不同，应通过资料调查、抽样检测等手段进行复核，并结合实际

材性和耐久性情况进行必要的折减，当实际材性不易确定时应进

一步考虑折减。混凝土结构的构造对构件延性变形能力有较大影

响，如钢筋搭接长度不足、箍筋直径间距等不足时，应对不充分

的构造进行必要的折减，可以在建模时对延性能力、钢筋面积等

直接进行折减，也可在抗震性能评估时对延性能力进行后处理折

减。

8.2 既有建筑改造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

8.2.1 既有建筑抗震性能设计可根据不同水准地震作用下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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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性能的要求，结合结构的重要性、复杂性及业主需求进行，

使既有建筑加固更具有可行性。

8.2.2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将结构遭遇

地震时的破坏状态划分成基本完好（含完好）、轻微损坏、中等

破坏、严重破坏和倒塌 5个等级，分别给出了变形参考值：小于

[Δue]、1.5～2.0[Δue]、3.0～4.0[Δue]、0.9[Δup]和大于[Δup]。混凝

土构件的强度验算公式是根据极限状态推导出来的，因此将“轻微

损坏”分为轻微损坏和轻度损坏，前者定义为不屈服状态，变形为

1.1～1.5[Δue]，后者进入屈服状态，变形为 1.5～2.0[Δue]。其余状

态下的变形指标上限值延用抗震规范给出的值，为保证连续性，

下限值取前一状态的上限值。

各类结构不同性能目标的位移角如表 8-1所示。

表 8-1 结构竖向构件对应于不同破坏状态的最大层间位移角控制目标

结构类型 完好 轻微损坏 轻度损坏 中等破坏 不严重破坏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1/550 1/350 1/250 1/120 1/6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

筒中筒 1/1000 1/650 1/500 1/250 1/135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
震墙、板柱-抗震墙、

框架-核心筒
1/800 1/530 1/400 1/200 1/110

钢框架-钢筋混凝土

内筒、型钢混凝土框

架-钢筋混凝土内筒
1/800 1/530 1/400 1/200 1/110

8.2.5 本条规定了既有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构造措施，A、B类

房屋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的要求，

C类房屋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对
新建房屋的相关要求。构造措施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时，可采用

抗震性能化技术进行加固，构造措施满足本标准的相关要求。

当采用消能减震技术时，尚应符合建筑消能减震加固现行国

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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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本条款采用基于位移的抗震设计方法确定结构的抗震措施。

罕遇地震下结构不同变形，对应着不同的破坏程度，采取的抗震

构造措施也就不同。采用弹塑性计算罕遇地震下结构的变形时，

结构构件强度应与结构变形相协调。结构的抗震措施要求分别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和《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 50011采用。

考虑到弹塑性楼层层间位移角是确定结构抗震措施的关键参

数，弹塑性计算需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计算软件，计算结

果经分析合理后，方可用于抗震构造措施的确定。

8.2.9 依据清华大学钱稼茹、徐福江的研究及试验成果，第

8.5.3~8.5.3.5条通过量化的抗震构造措施实现钢筋混凝土梁、柱和

抗震墙的变形能力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基于位移的抗震加固设计的

关键。表中未给出的数值可以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获得。

考虑到弹塑性楼层层间位移角是确定特征值的关键参数，弹

塑性计算需采用两个不同的计算软件，计算结果经分析合理后，

方可用于特征值的取用。

8.3 性能目标评价

8.3.1 对既有建筑主体结构的抗震能力进行验算时，对 A、B类

建筑应允许采用现行国家标准调低的要求调整内力设计值。《建

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规定：30、40、50年地震作用的相对

比例大致是 0.75、0.88和 1. 00。
8.3.2 采用地震作用折减计算构件地震作用效应后，A、B类房屋

构件的承载力抗震验算与 C类房屋采用统一的表达式。

计算构件承载力时，材料、特别是损伤较严重材料相关参数

宜按现场实测取值。

8.3.3 既有建筑弹塑性变形计算采用与新建建筑相同的计算方法。

需要强调的是，结构加固计算过程中，结构的几何尺寸、钢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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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型钢构件截面应按现场实际情况采用，既有结构构件的材料力

学参数（如弹性模量、强度等）应按照实际检测结果、规范标准

值的顺序确定并采用。

8.3.4 A类建筑未采取结构罕遇地震下抗倒塌的抗震措施，因此

罕遇地震下通过控制弹塑性变形的方法，保证建筑罕遇地震不倒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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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地震波的选用和模拟

B.0.1 动力时程分析时，地震波的选择对计算结果影响较大。获

取天然地震波数据，通常有三种方式：软件自带数据、相关网站

的地震记录数据、相关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常用地震记录数据

下载网站有：

1、中国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

https://data.earthquake.cn/index.html
2、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https://peer.berkeley.edu/peer-strong-ground-motion-databases
3、欧洲 ESM网站

https://esm-db.eu/#/home
4、欧洲 ESD网站

https://www.isesd.hi.is/
5、日本 NIED网站（K-NET和 KiK-net）
https://www.kyoshin.bosai.go.jp/

使用地震记录作为天然波时数据格式应满足软件的要求。

天然地震波选择涉及两方面计算，分别为单自由度动力方程

的求解计算和地震影响系数偏差评估。地震波单自由度动力方程

问题的求解算法很多，有杜哈梅积分、Newmark-β法、Wilson-θ法
等。对加速度时程曲线进行动力方程求解计算后，可得到地震波

的伪加速度反应谱。偏差评估主要是计算地震波谱和规范谱之间

各周期振型的谱值偏差是否满足限值要求。

近年研究表明，基于规范设计反应谱平台段和结构自振周期

段的两频率段控制选波方案和考虑多频段加权匹配的选波方案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中结构各阶振型对地震作

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振型参与质量系数上。因此，在保证振型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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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质量达到总质量的 90%时，考虑结构各阶振型的影响，用振型

参与质量系数对偏差进行加权累计是合理的，时程分析的计算结

果也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更接近。考虑多频段加权匹配的选波方

法其主要步骤如下：

1 首先挑选若干组备选地震波，每组备选地震波的时程曲线

峰值应根据本规程表 4.3.4给出的加速度时程曲线最大值进行调整。

备选地震波的有效持续时间尚应满足本规程有关规定。

2 计算每组备选地震波所对应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并分别

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进行比较。每组

备选地震波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加权累计偏差 Total 可采用式（B-1）
~式（B-5）来进行计算；对于考虑竖向地震的结构，宜考虑竖向

振型的影响，采用式（B-6）~式（B-7）来计算 To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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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ax , , ,Total Total x Total y Total z Total Rz     （B-7）
式中： ,iS ——第 i阶自振周期所对应的备选地震波的地震影响系

数取值；

,
T
iS ——第 i阶自振周期所对应的设计地震影响系数取值；

i ——第 i阶自振周期的地震影响系数偏差；

,i x ， ,i y ， ,i z ——分别为 x，y，z向的结构平动质量参与系数；

,i Rz ——结构扭转质量参与系数；

,Total x ， ,Total y ， ,Total z ——分别为 x，y，z向结构平动加权偏差；

,Total Rz ——结构扭转加权偏差；

Total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加权累计偏差；

n——模态计算的振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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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各组备选地震波的 Total 与设定的偏差限值进行比较，当

Total 不大于偏差限值时，可将该组地震波用于结构时程分析。

以设防烈度 8 度、II类场地、设计地震分组第二组、阻尼比

0.035的多遇地震为例，偏差计算中各参数的含义如图 B-1。

图 B-1 地震影响系数偏差计算示意

B.0.2 常用的地震波人工合成方法是将地面加速度时程视为非平

稳随机过程，将人工波时程函数表示为平稳高斯随机过程和外包

函数的乘积，其中外包函数控制地震波的形状，平稳高斯随机过

程的加速度时程模拟地震波的随机性。根据张治勇，孙柏涛《新

抗震规范地震动功率谱模型参数的研究》等人对规范地震动功率

谱模型参数的研究成果，外包函数参数可考虑场地覆盖层厚度的

影响，按表 B.0.4取值。通常得到的初始人工波反应谱值与目标谱

存在一定偏差，可进一步对初始人工波进行修正，经过若干次迭

代后最终得到满足相对偏差控制要求的人工波。人工波的修正参

考了翟希梅、吴知丰《人工地震波反应谱拟合技术的改进》中给

出的功率谱修正方法。以设防烈度 8度、II类场地、地震分组第

二组、阻尼比 0.035的多遇地震为例，修正前和修正后的人工波反

应谱与规范谱比较如图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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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人工波修正前后的反应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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