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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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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涌现出很多高层建筑，由于较多高层位于高烈度区域，因此地

震可直接作用于高层建筑结构。所以，设计师设计高层建筑结构时，需要高度重视高层建筑的抗震性能，从而避

免地震对群众造成的不必要损失。为此，高层建筑结构对施工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结构设计

的每个环节，如此一来可以使高层建筑结构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高层建筑抗震结构设计过程中，需

要强化抗震设计，从而增强其抗震性能。本文首先叙述了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重要作用及其思路，然后分析

了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了高层建筑工程项目结构抗震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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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与升级，城镇

化进度的不断加快，推动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特别

是随着我国高层建筑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张，使人们居

住环境、办公环境发生明显改变。比如，高层建筑可

以居住很多人，建设过程中需要投入很多成本，若建

筑结构抗震设计缺乏合理性，当遭遇强烈地震时，极

易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从设计

人员方面来看，需要高度重视建筑结构设计，根据建

筑工程的具体状况，熟练掌握建筑结构设计要点，最

终全面提升建筑工程的总体质量，强化建筑工程的抗

震强度 [1]。

1 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1.1 设计流程

抗震设计指的是建筑工程设计时，立足于整体结

构的角度，根据建筑结构强度、刚度、轴压比及延度

等方面的设计状况，设计行之有效的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计划。因为汶川地震产生的影响，我国对建筑结构

抗震设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对《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等一系列文件进行相应调整和完善，确定了

建筑钢结构的阻尼比、隔震结构水平向减震系列等指

标，同时针对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提出非常严格的标准

和要求 [2]。

所以在当前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工作开展过程

中，应结合建筑结构的类型、受力分析及结构体系等

设计，明确的抗震设计方案。另一方面，还应结合地

震强度对建筑结构产生的不良影响及各方面因素（阻

尼等建筑材料、可屈服构件刚度折减系数、结构及弹

性构件等），设计详细的抗震结构方案。

1.2 建筑结构体系参考标准数据

表 1 温度作用下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折减系数

温度 /℃ 折减系数βh

20 1.00

60 0.85

100 0.75

150 0.65

200 0.15

表 2 预应力度与刚度折减系数

预应力度λ 刚度折减系数β

0 0.65

0.1 0.66

0.2 0.68

0.3 0.72

0.4 0.76

0.5 0.80

0.6 0.84

≥ 0.7 0.85

通过对上文内容进行叙述可以得知，在高层建筑

结构抗震设计中，刚度折减系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其与结构、构件的刚度折减系数存在非常大的不同，

能够直接影响建筑投入使用后的承重能力及抗震能力。

钢筋混凝土结构经常见到的弹性模量折减系数和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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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减系数如表 1、表 2所示。在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过程中，应根据各种建筑结构的标准参数，精准计算

建筑设计方案的抗震能力、承重能力，保证建筑工程

投入使用后，可以实现理想的预期称重与抗震效果。

2 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重要作用

2.1 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设计要求和原则

其一，高层建筑工程结构想要强化自身的抗震性，

应精准计算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图纸的每个部分，确保

工程施工图纸和抗震设计要求相匹配，进而强化高层

建筑物抗震性能。根据高层建筑物结构建设地基所在

的位置，结合图纸确定每个结构数据、现场建筑状况

及施工环境，促使高层建筑物的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符

合抗震设计提出的要求。

其二，高层建筑结构抗震工作开展过程中制定的

设防目标为：当建筑物遇到的小震低于当地抗震设防

烈度时，建筑工程项目的主体结构没有遭到破坏或者

是不用修缮，方可连续使用；如果遇到的设防地震级

别等同于当地抗震设防烈度时，极易破坏建筑物项目

的结构主体，但是经过修缮后依然能够继续使用，但

是需要高层建筑物结构具有较强的韧性与弹性，使高

层建筑结构遇到中度地震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另一方面，如果高层建筑结构遇到的大震级别

高于当地抗震设防烈度时，高层建筑结构会倒塌，甚

至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所以这就要求其具有较

强的变形能力，这样可以使高层建筑遭遇罕见大震时，

其主体结构不会倒塌 [3]。

2.2 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重要性

抗震设计工作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所以对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要求与基

本原则同样需要提出相关要求。就高层建筑结构而言，

抗震性能的优劣可以对建筑物中的人员安全造成直接

影响。如果遭遇地震时，高层建筑结构往往具有较强

的抗震性能；然而就低层建筑结构而言，其自身的抗

震性能或许不能达到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所以，

当遇到大地震时，通常坍塌的是低层建筑。就高层建

筑结构而言，当遭遇地震时会出现剧烈摇晃，因此非

常有必要强化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

通常而言，如果遭遇级别更高的地震时，高层建

筑物的结构与多层建筑结构均会受到一定的损坏，为

了避免地震对群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需要有效保证

高层建筑物的抗震性能。新型房屋设计通常以高层建

筑结构为主，由于高层建筑物的结构较高，与多层结

构设计相比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设计人员非常有

必要加强建筑项目结构的抗震设计，其设计高层建筑

物结构图时，必须要设计好抗震结构，如此一来可以

使高层建筑物结构符合抗震性能设计的要求。

3 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存在的问题

3.1 建筑高度超出规定建设标准

我国疆土辽阔，国土面积非常大，东西南北横跨

较大区域，就建筑行业而言，由于区域差异化明显，

因此不同地区对建筑物高度提出的要求迥异不同，不

同地区针对建筑物高度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就建筑企

业而言，需要严格根据相关规定与要求开展工作。但

是从具体状况来看，有些建筑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经济

效益最大化，在施工过程中使建筑物的建设高度超过

预设高度，这种情况对建筑抗震水平造成间接影响，

如果遇到强烈地震，“超出标准”的建筑因地震外力

的影响，极易出现破坏，从而对建筑物的安全性造成

直接影响。

3.2 施工材料选择不恰当

高层建筑工程施工设计时，材料的选择可以对建

筑抗震水平与总体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针对经

常发生地震灾害的板块交界地带，对于这些地区来说，

高层建筑施工前，需要严格选择施工材料。当前，我

国建筑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离不开钢筋与混凝土这两

种主要的施工材料，若这两种材料在设计过程中存在

问题，极易改变高层建筑的结构，因此这就需要采用

相应的措施强化高层建筑结构混凝土的强度，或利用

设计增强结构抗侧移能力。

3.3 地基选择不合理

高层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如果选择的地基不合

理，通常会为高层建筑物结构抗震性能设计工作的开

展增加困难。建筑物地基的概念是支撑建筑地基的土

体或者是岩体，所以地基是高层建筑结构中的根基，

选择恰当的地基有利于保证高层建筑结构的稳定性与

安全性，选择良好的地基可以确保高层建筑结构符合

建造要求，满足设计标准。为了安全使用高层建筑物

结构，选择地基时，需要让结构设计的可靠性与强度

符合基本要求。因为地基承载着高层建筑结构上部分

的重力，所以非常有必要保证结构的可靠性与强度。

如果地基选择不合理，会直接影响高层建筑物结

构的平稳性和安全性，若承载力不能符合高层建筑施

工的相关要求，就会改变高层建筑物结构。虽然这栋

建筑结构在地震中出现倾斜的情况，但是从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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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相对完整，这种现象对建筑物的强度带来严峻考

验，主要是因为软土地基造成的影响，其是建筑工程

倾斜的主要因素，高层建筑物的地基与打桩深度没有

任何损坏，例如常规超高层建筑中，高层建筑物应将

打桩深度保持为建筑物高度的 1%，这样当高层建筑遇

到地震时，倾斜的可能性非常小 [4]。

4 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方法

4.1 注重建筑结构整体性

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建筑结

构的总体性决定着其抗震性能，设计过程中需要采用

恰当的手段，如此一来可以实现理想的抗震设计效果，

提升建筑结构的完整性。高层建筑物结构抗震设计时，

需要综合考量构件损坏的情况，避免高层建筑出现延

性剪切的现象，通过有效解决构件问题，采用强剪弱

弯的手段，提升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水平。受到地震

的影响，损坏高层建筑的剪切力不同于因地震造成的

抗剪切力损坏构件问题。高层建筑物应高度重视延性，

强化其抗震能力，有效开展高层建筑抗震设计工作，

实现理想结构延展性效果。比如，通过加强对受拉钢

筋配筋率的控制，提升高层建筑物结构的稳定性与整

体性，增强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能力，完善与创新高

层建筑的抗震结构方式，提升建筑结构的精密性 [5]。另

外，还需要科学合理地控制高层住宅建筑的夯实状况，

确保地基的稳定性与牢固性，强化地基对建筑总体承载

能力，科学设计结构方案，设计抗震墙，利用加固梁柱

节点等措施，强化高层住宅解决水平剪应力的能力。

4.2 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

高层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与抗震性能的好坏主要

取决于建筑材料的质量，高层建筑作业期间，针对高

层建筑施工质量和抗震设计应加大控制力度，这就需

要科学选择建筑材料，确保应用在建设过程中的材料

与相关要求相匹配。高层建筑作为一种体量较大的项

目，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需要使用很多的建筑材料，所

以挑选材料过程中应综合考量多个方面的因素，这样

能够快速增强高层建筑建设结构的抗震能力。高层建

筑工程施工时，还需要依据施工场地的建设情况，对

当地的地质条件、环境等进行深入分析，挑选符合抗

震要求的高质量施工材料，特别是在我国一些频发地

震灾害的地区，复合材料是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过

程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材料，通过注重高层建筑结构的

平稳性，强化高层住宅防范地震灾害的能力，减轻建

筑总体重量，确保完好的质量效果，避免地震灾害，

为居民创设良好、安全的居住环境。

4.3 选择合理的地基位置

当发生地震时，为了使高层建筑更好地保护人员

生命安全，减少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应选择恰当的地

理位置。当高层建筑遭遇地震时，会出现程度不一地

损坏。所以，就高层建筑而言，应挑选有利于抗震的

地理位置建设高层建筑，防止高层建筑受到自然灾害

影响，减少地震对其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6]。针对地基的

挑选，需要采用恰当方式全面勘察建筑地块，然后明

确符合层数较高建筑住宅的位置，防止高层建筑在劣

质地基段施工建设。高层建筑结构的等级可以对其结

构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挑选恰当的基础结构，能够防

止因地基选择不恰当对高层建筑结构造成不利影响。

当挑选地基时，必须要全面了解地基周边的水文

地质状况，确保高层建筑结构拥有一个合理的修建场

所，避免因水文地质的影响，降低高层建筑结构的抗

震性能。施工设计工作人员需要反复讨论高层建筑结

构的抗震设计方案，多聆听专家提出的意见，最终确

定适合高层建筑抗震的施工方案。

5 结论

总而言之，地震属于一种经常见到的自然灾害，

可以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直接影响，高层建筑

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应加强抗震设计，这需要得到设

计人员的高度关注。设计人员需要根据高层建筑结构

抗震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通过注重住宅结

构总体性、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及选择合理的地基位

置针对性地解决措施，增强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能力，

实现理想的抗震效果，最终为建筑行业健康稳定的良

性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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