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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计中的平扭耦联问题
扶长生
（上海长福工程结构设计事务所，上海２０００１ １）
摘要：偏心率、周期比（结构扭转为主的第１自振周期与平动为主的第１自振周期之比）和位移比（楼层最大水平位移（层
间位移）与该楼层两端水平位移（层间位移）平均值之比）是平扭耦联问题中的三个关键参数。中美两国规范都把位移比
大于１．２定义成平面不规则中的扭转不规则。但是，两国规范控制扭转效应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规范不控制周期
比，它对每层的动扭矩作了放大，以考虑扭转不规则对构件内力的影响，强调结构的地震反应和构件的内力；我国规范提
出周期比不大于０．８５，０．９０的限值要求，强调结构的自振特性。本文详细地叙述了结构工程师关心的刚心和质心的定
义和计算机求解方法，综合结构的自振特性和地震反应，以周期比、第１振型中的扭平分量比和位移比为控制指标，提出
了结构动力规则性概念。明确指出结构的扭转不仅仅是几何规则性问题，本质上它更是一个动力规则性问题。结构可
以是几何不规则的，但结构工程师要努力做到结构的动力特性是规则的。文中还列出了实现结构动力规则性的９条途
径。同时建议规范在今后的修订中增设动力规则性的有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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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平扭耦联的研究历史及现状

福工程结构设计事务所董事长。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年９月
４０

万方数据

在水平力作用下高层建筑平扭耦联的力学特性一

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Ａｙｒｅ在美

动频率之比，』Ｄ为回转半径，ｂ为结构的抗侧刚度，幻

国地震协会通报中就提出了结构刚心和质心的概念。

为结构的抗扭刚度。把上述变换代人式（１）和式（２），

在研究了平扭耦联系统的自由振动后，提出了平扭振

且作变量代换，＠：伽，写成矩阵的形式，系统的控

动的解耦条件，且用试验结果作了验证¨ｊ。５０年代以

制运动方程为

后，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蓬勃发展。现浇钢筋混凝土

『ｎ２

楼板具有平面内几乎接近无限刚的物理力学性能，使
平扭耦联对结构构件内力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１９５１

内力的影响【２ｊ。刚心分析法的基本假定有以下两条：
（１）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在自身平面内是无限刚性的，
出平面外是无限柔性的。（２）刚心定义为在水平力作

１ ｆＹ（ｔ）＋Ｙｇ（￡）１
＠（ｔ）

Ｊ。

Ａ一［㈡∽；）＝黜

年，Ｌｉｎ利用结构刚心和质心的概念，第一次提出了刚

心分析法，分析了平扭耦联对边缘柱、墙等抗侧力构件

仇’

Ｌ ｎｅ＋（１＋ｅ”２）ｊ【

㈤

其中，ｅ＋＝ｅ／ｐ为系统的偏心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
法求解式（３），可以得到平扭耦联系统在地震作用下的
基本动力特性如下：

（１）当扭转周期和平动基本周期之比丁。／丁１（以下

用下楼层平面仅仅发生平动而不发生转动的力的作用

简称扭平周期比或周期比，为Ｑ的倒数），接近于１

点，且刚心和结构的刚度中心及扭转中心重合。
这两条基本假定一直沿用至今。随着抗震理论的
不断发展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不断完善，刚心分析
法和反应谱法结合，对于平扭耦联系统的研究重点逐
渐倾向于它的动力特性和地震反应ｂ。Ｊ。研究平扭耦
联系统地震反应的基本力学模型如图１所示。它是一

时，即使是几乎对称的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也会表现出
严重的平扭动耦联。
（２）结构承受到的动扭矩会超过水平剪力和结构
偏心距之乘积。当扭平周期比接近于１时，动扭矩会
成倍地增加。
（３）平扭动的耦联会放大结构的地震反应，对结构

个单层的偏心系统，刚性楼板假定，具有一个对称轴。
其中ＣＭ为质心，ＣＲ为刚心。质心和刚心都处在戈对

边缘构件的内力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造成边缘抗侧

称轴上，它们之间的距离ｅ为偏心距。坐标原点设在刚

力构件较快地进入扭剪破坏状态。
简单地说，当反映结构自振特性的扭平周期比等

心。在地震作用下，沿ｙ方向产生的水平位移为ｙ，绕ｚ
轴旋转的转角为臼。当略去阻尼力，分别取Ｅｙ＝０和

于或接近１时，扭转效应就会剧烈地放大。震害调查

∑必＝０，得

也表明了，由于扭转效应，地震波的能量主要累积在边

ｍ【Ｙ（ｔ）＋Ｙ。（￡）＋甜（ｔ）］＋后，∥（ｔ）：０（１）

以致发生局部倒塌。这些现象是结构工程师所不愿意

，船［Ｙ（ｚ）＋Ｙ。（ｔ）＋甜（ｆ）】＋ｒｎｐ２移（￡）＋
（２）

Ｊ｜｝猡（￡）＝０

缘构件之中，使边缘抗侧力构件较快地进入破坏状态，
看到的。上述研究成果大都已经体现在各主要地震国
家的抗震规范有关偏心和扭转的条款之中。我国《建

令ｎ２＝Ａ日以，，Ａ＝叫２。其中，￣／Ａ日＝√ｋｅ／，即２，表示

筑抗震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１ｌ一２００１）（以下简称抗震规

对应的非耦联系统的扭转频率，￣／Ａ，＝￣／ｋｙ／ｍ，表示
对应的非耦联系统的平动频率，力表示扭转频率与平

范）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 ３—２００２）
（以下简称高规）对扭转不规则、扭平周期比以及偶然
偏心距等等也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然而，对于抗震设计中的平扭耦联问题，在多、高

）＋Ｐ∥（，）］

层建筑中刚心的定义和位置的确定，平扭振型的耦联
程度及扭转不规则的意义和本质等方面尚有许多值得
探讨之处。本文首先叙述质心、刚心的概念以及计算
机求解公式。然后，对规范中有关扭转的条款展开一
些讨论，提出结构动力规则性概念，列出实现动力规则
图１平扭耦联系统基本力学模型
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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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途径。最后给出一个工程实例，供结构工程师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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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管每层的层高相同，结构布置相同，墙、柱、梁断面尺寸

质心（Ｍａｓｓ ｃｅｎｔｅｒ）和刚心（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２

相同，但每一层刚心的位置也可以是不完全相同的［引。
因此，确定多、高层建筑刚心的位置并不容易。
目前在抗震设计中，对结构刚心的确定有两种方

质心为垂直荷载合力的作用点。它的确切定义

法。方法１是把多、高层建筑当作是单层建筑的简单

是，各层的质心是所在层的竖向构件中轴向力的合力

叠加，略去本层与上下各层之间的相互影响。方法２

作用点。质心的坐标可用式（４）确定。

是对结构刚心的定义作出一些放松，即分层确定各层
（４）

的刚心。结构第ｉ层刚心的定义是，在刚性楼板的假

其中，Ⅳ是竖向构件中的轴力，义，ｌ，是对应的坐标。∑

定下当结构仅在第ｉ层受到水平力作用，仅第ｉ层不

是本层的竖向构件求和。式（４）表明了第ｉ层的质心位

发生转动只发生平动而允许其它层同时发生转动及平

置不仅与本层的质量分布有关，而且与本层及其以上

动力的作用点。可以证明，按照放松定义求得的刚心

所有层的质量分布有关。这就是累积质量中心的概

位置和扭转中心是一致的，且具有唯一性。事实上，应

念。

用子结构概念分别把第ｉ层以上和第ｉ层以下的各层

Ｘ。＝∑（Ｊ７、７Ｘ）／∑Ⅳ

ｙｍ＝∑（Ⅳｙ）／乏Ⅳ

刚心的严格定义是沿高度按层同时作用～组水平

考虑为两个子结构进行节点凝聚，第ｉ层就成为了一

力，使结构在整体上只发生平动而不发生转动，按层分

个带凝聚节点的单层结构。在程序中，第ｉ层刚心的

布的这组力的作用点。已经证明，对于一个单层结构，

确定是按放松定义的要求，用下面的方法来实现的。

在刚性楼板的假定下，其刚心和刚度中心（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设荷载工况１，Ｆｘ＝１，荷载工况２，凡＝１，荷载工况

ｃｅｎｔｅｒ），剪切中心（Ｓｈｅａｒ ｃｅｎｔｅｒ）和扭转中心（Ｔｗｉ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一个二层及二层以上的
结构，却无法证明刚心一定和扭转中心重合№］。考虑
一个二层以上的结构，每层受到一个扭矩ｒ和一个作
用线通过刚心的水平力Ｆ作用。当加荷顺序是先施加
一组水平力｛Ｆ｝，两块刚性楼板将发生平移｛艿｝，而不
发生扭转。其次施加一组扭矩｛丁｝，结构将绕扭转中心
转动｛０｝。假定刚心和扭矩中心不重合，荷载矢量｛，｝
和扭矩矢量｛Ｔ｝所做的总功为

２所示。它们在第ｉ层引起的转动分别为钆，艮和气。
刚心相对于质心（或任意点）的坐标（ｘＲ，ｙＲ）为：ＸＲ

＝一％／如，ｙＲ＝ｏ＝／％旧Ｊ。根据上述放松定义确定的
刚心，仅与结构的特性有关，而与荷载的性质无关。显
然，方法２的模型比方法１更接近实际受力状况。采
用方法２确定的层刚心和上述的累积质量中心之间的

距离，即层偏心距，作为评估结构的扭转效应的几何参
数显得更为合理。尽管在精确三维有限元分析中并不

Ｗ：１／２｛Ｆ｝Ｔ｛艿｝＋１／２｛ｒ｝Ｔ｛０｝＋

｛Ｆ｝Ｔ（［盖Ｒ】一［Ｘｒ］）｛护｝

３，必＝１，分别作用于第ｉ层的质心（或任意点），如图

（５）

式中，【ｘＲ］和［研］是对角矩阵，分别表示刚心和扭
转中心的位置。当加荷顺序是先施加一组扭矩｛ｒ｝，其

要求直接求出刚心和质心的位置，但是在程序的输出
文件中还是给出了它们的位置和偏心率，以供结构工
程师在评估和优化结构设计方案时参考。

次施加一组水平力｛Ｆ｝，扭矩矢量｛丁｝和荷载矢量｛Ｆ｝

３中美规范中的扭转条文

所做的总功为
Ｗ：１／２｛ｒ｝Ｔ｛０｝＋１／２｛Ｆ｝Ｔ｛艿｝

（６）

我国２００１年颁布的抗震规范属于基于承载力和

根据功的互等原理，有

｛Ｆ｝Ｔ（［ｘＲ】一［硒】）｛臼｝：０

（７）

构造保证延性抗震设计要求的范吲·ｏ｜。规范以可靠

若［ｘＲ】一［ＸＴ】＝０，刚心和扭转中心重合。很明显，
这仅仅是式（７）的一个特解，而不是必要条件。
水平力沿高度分布的形式不同，得到的刚心位置
Ｉ况ｌ

都有可能是不相同的。更进一步，考察一个剪力墙不
对称布置的框架一剪力墙结构。剪力墙和框架之间承
受水平荷载的比例沿高度方向会发生变化。因此，尽
４２

万方数据

工况２

工况３

图２求解刚心的三种荷载工况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 ｌｏａｄ

ｃａｓｅ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度理论为基础，以地震重现周期为设防目标提出了小
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三个概率水准。同时提

ＩＢＣ中的扭矩放大系数Ａ。定义为
Ａ，＝（艿。。诅ｘ／１．２毋ａｖ。）２≤３

（８）

出了弹性阶段承载力设计和弹塑性阶段变形验算的二

由此可见，中美规范对扭转效应控制的侧重点有

阶段设计理论。规范吸收了延性设计的核心思想，明

所不同。我国规范的控制重点是结构的自振特性，而

确了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和强节点等构造措施。同时，

美国规范控制的重点是结构的地震反应和构件内力。

抗震规范还新增加了对结构规则性的定量描述，规定

作者认为，经过几代学者们的努力，我国现行抗震

了限值指标，第一次引入了扭转不规则的概念。抗震

规范和高规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规对扭平周期

规范第３．４．２条规定，楼层的最大弹性水平位移（或层

比的规定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限

间位移），大于该楼层两端弹性水平位移（或层间位移）

制结构的扭平周期比符合研究成果，避免由于扭平周

平均值的１．２倍属扭转不规则。第３．４．３条又规定，

期过分接近而引起严重的平扭耦联，造成动扭矩的成

扭转不规则时，应计及扭转影响，且楼层竖向构件最大

倍放大。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结构工程师在初步设计

的弹性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分别不宜大于楼层两端弹

阶段，首先要把握住结构的自振特性。这一点是非常

性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平均值的１．５倍【１０Ｊ。２００２年

重要的。中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偏心率小于

颁布的高规对扭转的规定更为明确和严格。高规第

０．０５的结构，在扭平周期比等于１的附近，动扭矩的

３．３．３条明确规定，计算单向地震作用时应考虑偶然

放大曲线相当敏感。当扭平周期比小于０．７５时，曲线

偏心的影响，每层质心沿垂直于地震作用方向的偏移

才趋向于平稳［３￣５，１４ Ｊ。因此，规范对Ａ级高层建筑的

值可按该层沿垂直于地震作用方向的建筑物总长度的

扭平周期比限值规定为０．９似乎有一些放松。建议对

±５％采用。高规第４．３．５条规定，在考虑偶然偏心影

Ａ级高层建筑的扭平周期比限值规定为不宜大于

响的地震作用下，楼层竖向构件的最大水平位移和层

０．８５，不应大于０．９０。事实上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实践

间位移，Ａ级高度高层建筑不宜大于该楼层平均值的

和经验的积累，设计中实现扭平周期比不大于限值

１．２倍，不应大于该楼层平均值的１．５倍；Ｂ级高度高

０．８５并不是很困难。

层建筑、混合结构高层建筑及规程第１０章所指的复杂

其次，刚性楼板的假定是合理的。我国规范应该

高层建筑不宜大于该楼层平均值的１．２倍，不应大于

予以明确。这一方面是扭转理论的需要；另一方面，判

该楼层平均值的１．４倍。结构扭转为主的第１自振周

别扭转不规则的目的是使结构工程师对结构的整体抗

期正与平动为主的第１自振周期丁】之比（以下简称

扭能力作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弹性楼板的计算模型有

扭平周期比），Ａ级高度高层建筑不应大于０．９，Ｂ级高

时会由于局部变形而影响扭转变形指标，甚至会影响

度高层建筑、混合结构高层建筑及规程第１０章所指的

结构的自振特性，改变平动振型和扭转振型的次序。

复杂高层建筑不应大于０．８５ Ｌｌｌｊ。２００５年上海市颁布

但是，对平面凹凸特别不规则、开通天大凹槽的结构或

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计指南》中也作出了相应

者采用刚性连接、平面形状呈哑铃式的连体结构，全刚

的规定［１ ２｜。

性楼板假定是不能成立的。对此类结构，作者建议要

我国规范对扭转不规则的判别与美国ＩＢＣ基本上

采用分块刚性的计算模型，分别计算最大位移比。分

是协调的。ＩＢＣ第１６１６．５条中表１６１６．５．１规定，采用

块刚性模型把一个楼层平面模拟成为用弹性楼板连接

刚性楼板计人偶然偏心的影响，当楼层的最大弹性层

的两块或若干块刚性隔板。它们有各自的质心和刚

间位移，大于该楼层两端弹性层问位移平均值的１．２

心。在连接板的协调下刚性隔板分别绕各自的刚心扭

倍，属扭转不规则。大于１．４倍时，属扭转特别不规

转。两块刚性隔板的示意图见图３所示，其中上标１

则。对于偶然偏心的偏移值，ＩＢＣ的规定和我国高规

和２分别表示刚性隔板的编号。刚性隔板间的位移差

是相同的【１３Ｊ。我国规范与ＩＢＣ的不同之处是：
（１）ＩＢＣ没有对扭平周期比有所限制。

和扭转差对弹性楼板中平面剪应力的放大效应可以得
到充分的反映。

（２）ＩＢＣ对每层的动扭矩作了放大。我国规范仅
仅规定了估计水平地震作用的扭转影响，按平扭耦联

４动力规则性

振型分析反应谱法时，应采用ＣＱＣ法进行振型组合。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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踹罾１—２

加以限制。在实际工程的初步设计阶段，当扭平周期
ｉＩｌ

础一如
图３分块刚性模型位移比不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ｗｏ

比和扭平分量比不满足表１中动力规则性的要求时，
不论最大位移比是多少，结构工程师首先要做的是尽
量地调整结构布置。对于动力特性特别不规则的结
构，不论它的几何规则性如何，都应该作为超限高层建
筑进行抗震专项审查。对于动力特性严重不规则的结
构方案，一般不予采用。当有特殊要求时，其抗震性能
要进行专门的研究¨４｜。
实现结构动力规则性的途径，可以大致归纳为以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ａ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ｓ ｍｏｄｅｌ

下９个方面。

如上所述，我国规范对扭平周期比作出了限制。
这就要求结构工程师在初步设计阶段，首先要把握住
结构的自振特性。由于建筑的创新，结构可以是几何
不规则的。但是抗震设计是一门艺术，它应用力学性
质只能估计的建筑材料，建造只能作近似分析的结构

（１）注意结构布置的对称性和均匀性，控制结构的
偏心率。当偏心率足够小时，结构通常有清晰的平动
主振型和清晰的扭转主振型，比较容易满足扭平分量

比的要求。１３本规范规定，对于偏心率大于１５％的结
构，都要进行弹塑性分析。

物来抵抗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地震作用。因此，结
构工程师要努力做到结构的动力特性是规则的，使结

（２）注意抗侧力构件转换引起结构的不对称和刚
心的偏移。

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避免设计动力特性为特别不
规则的结构。对动力特性严重不规则的结构方案，一

（３）注意累积质量的影响。当结构局部收进出现

高低跨时，应合理布置剪力墙，以减小偏心距。

般不予采用。本文提出，用扭平周期比，第１振型中的
扭转成分Ｐ．（以下称扭平分量比）和最大位移比等三

（４）当结构具有平面凹凸不规则时，在凹槽处应加
强竖向构件和增设槽口拉梁。

个方面作为判别结构动力规则性的依据。表１中的限

（５）当由于连层设计引起楼板大面积缺失，造成长

值是根据作者的设计经验提出的参考数字，仅供讨论。

短柱时，一方面要加强短柱的延性，另一方面还要加强

表中的扭平周期比和（第１振型中的）扭平分量比

长柱的刚度。

是结构自振特性的反映。其中扭平分量比，规范对此

（６）在满足侧向刚度的前提下，在刚心附近尽量减

尚未进行控制。按照目前一般的理解，只要振型中的

少剪力墙的布置。除了必要的门窗洞以外，尽量不要

扭转成分不超过５０％，就认为它仍是平动振型。这种

在剪力墙外墙上开洞。通过调节结构楼层面内外圈刚

规定过于粗糙。其实在工程实例中，当第１振型中的

度的比例关系，加强结构的整体抗扭刚度，减少扭转效

扭转成分超过１０％时，结构往往会出现较大的扭转效

应。

应。而且，第１振型对结构反应的贡献最大。结构工

（７）加强周边梁的刚度。可以采用增高周边连梁

程师应该避免把计算中未考虑的，事实上存在于地震

和加高加宽周边框架梁的方法来加强结构的整体抗扭

波中的扭转分量在第１振型中得到放大。同时还要避

刚度和调整刚心的位置。

免把结构的平面不规则和竖向不规则所引起的扭转不

（８）重视顶部小塔楼的结构布置。

规则在第１振型中得到放大。因此，建议规范对此要

（９）在满足建筑立面和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必要时

表１结构动力规则性的判别
Ｔａｂｌｅ １

动力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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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规则Ｔｔ／ＴＩ≤０．８５

１０％＜ｐ。≤１５％

１．２＜艿一朋。ｇ≤１．４

特别不规则

０．８５＜Ｔｔ／Ｔ］≤０．９

１５％＜Ｐ。≤２０％

１．４＜艿一朋％≤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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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增设抗震缝。

５工程实例
图４是上海锦麟天地工程项目的表现图，其中右

ｆａ）标准层

侧的是住宅楼。它的主体结构为地下１层，地上２６
层。檐口标高９０．２０ｍ。在两个建筑单元拼接处楼板
开凹槽。凹进的一侧尺寸为相应投影方向总尺寸的

４７％。结构竖向，在标高ｄ．７ｍ处设通长的半夹层，开

（ｂ）转换层

洞面积为楼面面积的４３％。在８ｍ标高处设结构转换
层，局部钢筋混凝土框支剪力墙结构体系。转换层以
上的楼板设计成无粘结预应力平板。住宅楼结构存在
－

着平面凹凸不规则，楼板局部不连续和竖向抗侧力构

－

一

－

Ｉ

－－

Ｉ

（ｃ）夹层

件不连续等三项几何不规则，详见图５。

图５锦麟天地住宅楼平面

采用的抗震设计参数为：设防分类，丙类；设防烈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ｌ锄ｓ

ｏｆ Ｊｉｎ Ｌｉｎ Ｔｉａｎ Ｄｉ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ｎｓｉｏｎ

度，７度；设计分组，第１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层

０．１０９，设计特征周期，０．９０ｓ；场地，Ⅳ类；抗震等级，剪
力墙：二级，钢筋混凝土框支框架：一级。

数２７

２７

２４

２４

选用了ＳＡＴＷＥ，ＰＭＳＡＰ和ＥＴＡＢＳ对住宅楼作了整

２ｌ

２ｌ

体抗震分析。锦麟天地住宅楼自由振动特性参数见表

１８

１８

２，位移比曲线见图６，图中戈±５％，Ｙ±５％为计人偶

１５

１５

１２

１２

然偏心的影响。

结构工程师从结构方案定案开始就采取积极措
施。楼板选用预应力平板，最大程度上减少内部剪力

９

”Ｍ射体：２挖９

６

６

３

３

２

２

墙，加厚外部剪力墙，以调节结构楼层内外圈刚度的比
１２位移比

例关系。凹槽口层层增设拉梁，且加强凹槽周边的竖

１．２位移比

１２位移比

ｚ一５％ｘ

向构件。加高周边连梁，在阳台范围之外连梁高度取

ｘ＋５％

（ａ）ｘ方向地震

相邻楼层的上窗台至下窗台。在允许的范围内加高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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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锦麟天地住宅楼自由振动特性参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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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建筑、混合结构高层建筑及第ｌＯ章所指的复杂高层
建筑最大位移比的限值放松到不应大于１．５，与抗震
规范取得一致。但是，在进行边缘构件的内力和配筋
计算时，可参照国外经验适当考虑特别不规则楼层的
水平剪力放大系数。例如，Ａ；＝（艿一／１．４艿。。）２，且
当Ａ；＜１时，令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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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竖向多项特别不规则，但结构自振特性理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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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顶板标高处的结构转换层，及夹层楼板通长缺失使
位移比曲线沿石方向在底部加强区产生突变。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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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判别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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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肖伟 多塔高层建筑结构地震反应分析 2003
多塔结构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体系，由于多个塔楼之间的相互耦联振动，其抗震性能与传统结构体系有较大的不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3-2002)对作为复杂高层建筑结构之一的多塔结构的抗震设计做了一些规定，但对其抗震分析方法和措施未做更深入、明确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就目前的工程实践而言，高层建筑结构大多不超过双塔，3个及以上塔楼高层建筑结构的工程实践较少，可借鉴的实践经验较为缺乏。因此，深入研究
具有3个及以上塔楼的复杂高层建筑结构的地震反应特性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以具有3个塔楼的厦门东方时代广场为分析对象，采用国际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SAP2000进行结构建模和分析，考虑双向地震动输入，研究结构
的振动特性，分析底盘与塔楼刚度比对结构的影响以及多塔之间的扭转效应和平扭耦联作用，对比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塔楼在两个结构主轴方向的层间
位移、顶点位移以及塔楼底层的变形，分析地震作用下转换层楼板的应力分布特点及主要竖向构件的正应力和剪应力分布特点。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多塔楼结构存在频率密集现象，各振型间耦联效应明显，地震作用计算应采用CQC组合原则而不能简单地采用
SRSS组合原则；
②非对称多塔结构的振型中，扭转作用明显，平扭耦联效应值得考虑；
③裙楼刚度对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影响很大，非对称多塔结构宜控制裙楼与塔楼刚度比在适宜的范围；
④非对称多塔易导致平面刚度分布不均匀，结构扭转效应不仅在竖向抗侧构件中引起较大的扭转内力，对转换层楼板应力有较大的影响，且延续至
相邻楼层，对相应楼层均应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2.学位论文 聂云靖 具有粘滞阻尼器偏心结构的动力分析及优化设计 2003
该文对偏心结构的平移—扭转耦联耗能减震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结构振动控制的基本理论,提出在结构的两正交方向同时设置粘滞阻尼器以控制结
构的平动反应和扭转反应.同时研究了粘滞阻尼器在结构中的位置优化问题. 采用剪切型平扭模型,建立了地震作用下具有粘滞阻尼器偏心结构的平扭耦
联运动方程.在减震和非减震情况下,利用复模态分析法计算了结构模型的自振特性及地震响应,并编制了相应的地震反应分析程序.对某工程实例,运用上
述理论及地震反应分析程序分析了传统非减震偏心结构和设置有粘滞阻尼器时的地震响应.并将分析结果与大型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分析所得结果作了
对照,得到了较好的一致性.对于粘滞阻尼器在结构中的优化设置问题,提出了基于结构灵敏度分析与结构动力学修改的被动控制策略,并将其用于粘滞阻
尼器对偏心结构的耗能减震控制.在所控制的振型阻尼比确定的情况下,给出了粘滞阻尼器在结构中的位置优化算法.并利用复模态分析法进行了具有粘滞
阻尼器偏心结构的地震响应分析,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简便明了、准确可靠,适于在设计中推广.

3.会议论文 扶长生 抗震设计中的平扭耦联问题 2005
本文首先回顾了平扭耦联的研究历史及现状。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当反映结构自振特性的扭平周期比等于或接近1时，即使是几乎对称的结构在地
震作用下也会表现出严重的平扭动耦联，扭转效应会剧烈地放大。然后，本文对规范中有关扭转的条款展开了一些有益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抗
震设计的结构动力规则性概念。文中给出了动力规则性的判别条件和实现动力规则性的9条途径。笔者的观点是，结构可以是几何不规则的，但结构工程
师要努力做到结构的动力特性是规则的。最后，列举了由笔者的设计事务所承接的几个工程实例，以供结构工程师参考。

4.学位论文 王丰 基于性能的结构多维抗震设计方法研究 2007
理论研究与震害经验表明，扭转反应会加速偏心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破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为导致建筑物破坏的主要因素，平扭耦联是空间问
题，不应简化为平面问题处理。目前，结构的抗震设计思想也由传统的基于力的强度设计方法发展到基于性能的延性抗震设计方法，但研究成果大都以
单向地震输入的平面分析为前提，所以研究多维偏心结构在多维地震作用下的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基于性能的结
构多维抗震设计思路为基础，着重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1)提出了直接基于损伤性能目标的抗震设计方法。由于以往对累积耗能与最大位移关系的研究针对于单自由度系统，而不一定适用于层间反应，于
是基于累积耗能参数推导了地震下层间最大位移与层间累积耗能的关系方程，并以Park双参数损伤准则为基础建立了结构层间损伤计算公式，将结构最
薄弱楼层的预期损伤性能目标作为设计起点进行抗震设计，反推结构的刚度和强度。为满足小震下的使用要求，将小震不坏的承载力控制引入设计程序
，并与中震、大震下的损伤控制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多性能水准的设计思想。最后通过算例，证明了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2)由于结构的总滞回耗能是反映结构整体累积损伤的重要参量，为此通过能量方程推导了结构与其等效单自由度系统的滞回耗能和变形能关系公式
。建议了通过结构等效单自由度系统来估计地震下结构累积滞回耗能的方法。通过对结构剪切刚度分布和屈服剪力系数分布的均匀和不均匀的多个算例
进行分析和比较，证明了该方法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较为准确地估计地震下结构的滞回耗能。
(3)针对传统抗震设计中完全依赖于概念设计来设计构件截面尺寸的不合理性，提出了刚度设计思想。将传统的“两阶段抗震设计”发展为“三阶段
抗震设计”，即刚度设计阶段、强度设计阶段、变形验算及调整加固阶段，其中后两阶段与传统方法相似。对经典的R-μ设计谱进行分析，给出了长周
期弹塑性位移谱的简化公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位移的刚度设计方法。定义了刚度调整系数，通过刚度调整系数可以一次性地调整好结构的构件
尺寸，使结构能够满足预期的目标要求，从而避免了反复迭代的设计过程。针对三阶段设计中的刚度设计，首先给出了对称结构的刚度设计方法，并通
过算例进行验证；而对于平面不对称结构的刚度设计，提出了基于pushover方法的平面刚度分布调整程序，通过该程序来调整不对称结构的刚度分布
，尽可能的使刚心与质心重合，然后按对称结构进行刚度设计。而对于很难实现质心与刚心近似重合的结构，提出了偏心结构直接基于位移的刚度设计
方法。最后，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出了多维结构的三阶段抗震设计流程。
(4)建立了双向地震作用下单质点双自由度系统的等延性强度折减系数反应谱。通过硬土、中硬(软)土、软土场地的178条地震记录作为地震输入
，采用了不同以往的建立强度折减系数设计谱的方法，建立了统计平均的等延性强度折减系数设计谱。分析了场地类别、延性系数、两水平主轴方向周
期比对强度折减系数谱的影响。并根据统计结果，给出了便于工程应用的等延性强度折减系数简化设计谱公式。通过比较分析可知，该简化公式比较准
确，且能够较合理的反应各参量对强度折减系数设计谱的影响规律。
(5)提出了考虑双向地震作用的多维结构振型pushover分析方法。采用弹性振型分解的思路，将非线性多维结构反应近似为结构多振型弹塑性反应的
叠加，进而将多维结构按振型等效为多个等效方程。将每一等效方程转化为以双向实际地震记录的组合为地震输入的等效单自由度系统，并通过弹塑性
R-μ关系谱的统计分析，得出其与实际地震记录输入的单自由度系统具有近似的弹塑性反应特性。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考虑双向地震作用的多维结构振型
pushover分析程序，并阐述了该方法与传统pushover分析方法的区别，最后通过算例将该方法结果与时程分析方法结果进行比较，证明了该方法具有一
定的准确性。
(6)在本文的双向地震下等延性强度折减系数设计谱和考虑双向地震作用的振型pushover 分析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多维能力谱方法。提出了多维结
构振型组合的分析思路。由考虑双向地震作用的多维结构振型pushover分析程序获得基于各振型的能力谱曲线；由双向地震下等延性强度折减系数设计
谱和规范设计谱建立等延性弹塑性需求设计谱曲线；将能力谱曲线与需求谱曲线组合并通过一定算法即可获得双向地震下多维结构的目标位移。最后通
过算例进行比较分析，说明了该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估计多维结构在双向地震下的反应需求。

5.学位论文 潘东辉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性能抗震设计几个关键问题的研究 2007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是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新增加的结构体系，这种结构体系是对我国沿用几十年多层砌体结构体系的一个较大跨越
。研究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的性能抗震设计方法不仅有利于抗震理论的发展，有助于该结构体系的推广应用，而且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十分有益
。
本论文第一章简要介绍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和性能抗震设计理论的背景和现状，概括了研究的重点和主要工作。剪力墙的延性是性能抗震设计所应
具备的要素，第二章采用数值方法确定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的位移延性比，通过对位移延性比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限制轴压比和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的建议；引入曲率延性增大系数反映约束边缘构件对曲率延性比的提高作用，对两种约束边缘构件的构造措施进行了分析。第三章根据材料性能的划分
和高悬臂独立墙体的塑性铰区在受弯延性破坏过程中的状态，将剪力墙划分为四个性能等级；利用反应调整系数衡量各性能等级的抗震能力，通过极限
状态下独立高悬臂剪力墙反应调整系数的研究，提出限制形状比来保证剪力墙的抗震能力；提出一个初步设计方法，可借助反应调整系数，用常规抗震
设计方法实现性能抗震设计。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整体抗扭性能、抗剪和稳定都是实现性能的保障，也是抗震设计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在其余三章中讨论。第四章针对配筋砌
块砌体剪力墙结构侧向刚度大的特点，通过改变结构的偏心率、扭转刚度和侧向刚度等因素，分析平扭耦联和非耦联下结构的周期比的差别，分析并说
明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对扭转控制措施的不足；为有效地控制扭转效应，引入平动变形能和扭转变形能比值的概念，并根据现行规
范对位移比的限值，在简化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能量比的限值。第五章引入双轴作用下砌体的强度准则，采用软化系数综合考虑砌块砌体受力各向异性
的特点，提出了砌块砌体软化剪压模型理论；在该模型基础上计算剪力墙的剪压破坏承载力，并编制了相应的程序，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和抗剪设计公
式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第六章研究了剪力墙在受拉裂缝出现后裂缝无法闭合而导致的失稳问题，建立了一集中弹簧联系的串联刚杆系，集中弹簧模
拟裂缝处的钢筋的变形，刚杆模拟裂缝间的混凝土(砌体)块，采用该串联刚杆系模型分析受拉后裂缝不闭合受压柱子的稳定问题，计算结果与Pauley公
式和新西兰规范进行了比较，并针对实际工程情况，提出解决稳定的措施。在这三章最后部分都提出了性能抗震设计在该方面的具体做法。
通过本文六章的研究在理论上作出了以下新的发展：(1)提出保证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延性的轴压比限值，并建议设置约束边缘构件，提出了相应的
构造措施；(2)提出保证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抗震能力的形状比限值；(3)提出直接基于性能的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的抗震设计方法；(4)提出我国规程对
扭转振动效应控制的不合理之处，建议用能量比指标作为结构整体扭转不规则判断的依据；(5)提出砌块砌体的软化剪压模型，可用于配筋砌块砌体剪力
墙的剪压破坏承载力的计算；(6)建立受拉应变影响墙稳定的力学模型，提出防止该类失稳应满足的要求。本研究针对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性能抗震设计
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提出的建议有较强的实用性，可直接运用于实际工程，对将来规范的修订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6.会议论文 扶长生 抗震设计中的平扭耦联问题 2005
本文首先回顾了平扭耦联的研究历史及现状.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当反映结构自振特性的扭平周期比等于或接近1时,即使是几乎对称的结构在地震
作用下也会表现出严重的平扭动耦联,扭转效应会剧烈地放大.然后,本文对规范中有关扭转的条款展开了一些有益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抗震设计的
结构动力规则性概念.文中给出了动力规则性的判别条件和实现动力规则性的9条途径.笔者的观点是,结构可以是几何不规则的,但结构工程师要努力做到
结构的动力特性是规则的.最后,列举了由笔者的设计事务所承接的几个工程实例,以供结构工程师参考.

7.学位论文 王学艳 偏心结构—地基土相互作用平扭耦联参数分析 2007
土-结构相互作用(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简称SSI)是近三十年来世界地震工程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该课题涉及地震工程、结构
工程、地基基础、随机振动、地震学等多门学科，属多学科交叉领域，研究难度较大，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在这一领域，由于结构楼层中的质量和刚度分布的不规则，造成楼层的质量中心和刚度中心不重合，从而使得在地震作用下结构各楼层受到的惯性
力与楼层抗力不共线，由此而引起的偏心结构-地基土相互作用体系平动与扭转耦联的变形特征，目前国内外还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深入开
展偏心结构-地基土相互作用体系地震反应规律的研究，为完善结构抗震设计规范中的相关条文提供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本文应用动力学理论研究了偏心结构-地基土相互作用体系平扭耦联反应中参数分析问题，主要工作如下：
1、从建立偏心结构-地基土相互作用模型入手，采用双线性的结构模型与地基土的分段线性模型，利用拉各朗日能量法得到偏心结构-地基土相互作
用体系平动和扭转耦联运动的振动方程。
2、采用解析法对偏心结构-地基土相互作用体系的弹性影响参数进行确认，重点对考虑相互作用后偏心率B、扭平频率比Ω的取值范围，及不同地基
土时各参数对结构反应的影响进行分析。
3、采用Matlab语言编制了弹性和弹塑性偏心结构-地基土相互作用体系时程分析程序，进行弹性影响参数分析，并与解析法结果进行了比较，表明
采用时程分析进行参数分析的可行性。

4、分析对比了偏心结构-地基土相互作用体系弹塑性地震反应时各参数对体系的影响，得出了弹塑性时与弹性时参数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得出了
对实际工程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8.学位论文 李春锋 高层连体结构动力特性及地震响应分析 2008
高层连体结构是指两个塔楼或多个塔楼由设置在一定高度处的连接体(又称连廊)相连接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结构体。高层连体结构体系的特点是两个
或多个塔楼间由于连体的存在而形成较强的空间耦联作用，其分析模型、动力特性、受力性能、破坏形式以及计算方法均较一般的单塔高层建筑复杂的
多。按照现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3的定义，连体结构属于“复杂高层建筑结构”，应采取更为严格的抗震措施来进行设计。本文
以典型的高层双塔连体结构为对象，对其计算模型、动力特性、抗震设计方法与水平地震作用下结构地震响应，并采用串并联质点系层模型对连接体刚
度变化时连接体的位移响应方差的影响、连体结构扫频振动试验分析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1.高层连体结构体系的分类及计算模型的研究。由于高层连体结构形式的多样性，其各自的动力特性及抗震性能也大相径庭，因此就必须首先进行
分类，而不能直接进行笼统分析；在对连体结构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了各种计算模型(串并联模型、三维有限元模型及连续模型等)在不同类型连体结构
中的适用性。
2.高层连体结构刚度矩阵、动力特性的研究。通过对高层连体结构采用“串并联刚片系层模型”刚度矩阵的分析，揭示了这种结构体系存在严重平
扭耦联的深层原因；通过对其自由振动特征方程的分析，推导了对称双塔连体结构的六种基本振型形态；通过对这种结构体系振型参与系数的分析探讨
了其振型参与系数与一般单塔结构体系存在较大差别的物理本质，并给出了这种结构体系的振型选取原则；最后通过几个算例分别采用前述各种模型对
结构在连体位置发生变化时结构自振周期的变化做了分析。
3.高层连体结构抗震设计方法及地震响应分析。对高层连体结构的抗震设计方法做了简单论述，说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仍然适用于这种复杂结构体
系；通过几个算例仍采用前述不同的计算模型分别研究了在水平单向、双向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地震响应分析，深入讨论了不同结构形式在水平地震作用
下的动力响应及连接体设置位置对结构变形和内力影响。
4.高层连体结构平稳随机振动分析。对平稳随机响应的常规算法与高效的虚拟激励法进行了论述。以此为理论基础，运用我国学者林家浩提出的虚
拟激励法，先求出单体在连体位置的自谱值，以单体的自谱响应作为连接体多点完全相干的平稳随机激励，得出了在平稳随机响应下连体位移响应方差
的解析表达式，并对连接体在不同连接刚度、阻尼作用下的位移方差响应进行了详细讨论，得出了连体刚度、阻尼变化对连接体位移响应方差在一定范
围内有较大的影响。
5.连体结构扫频振动试验分析。简单介绍了试验模型的设计与制作、加速度传感器的布置以及连接体的布置与选型，并建立了SAP2000有限元模型。
从结构的3阶自振频率与顶层加速度及顶层位移等三个方面，将试验结果和有限元分析结果进行了对比。虽然扫频振动台的试验数据与有限元分析的计算
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两者随着连接体在结构间位置的变化，其顶层的位移、加速度响应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9.学位论文 王耀伟 平面不规则结构非弹性地震反应规律研究 2003
由于结构楼层中的质量和刚度等分布的不规则，造成楼层的质量中心和刚度中心不重合，从而使得在地震作用下结构各楼层受到的惯性力与楼层抗
力不共线，结构将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平动与扭转耦联的变形特征。平扭耦联是一个空间问题，不便简化为平面问题处理，无论是试验研究还是计算
分析，尤其是非弹性动力分析，都有很大的难度，研究工作还不是很深入，难以为结构设计提供可靠的依据。目前国内外有关结构扭转的设计规定主要
基于单根构件试验或振动台模型试验，对于结构层次的规定更多的是基于震害经验，缺乏定量分析的依据。因此，深入开展平面不规则结构的地震反应
规律的研究，为完善结构抗震设计规范中的相关条文提供依据，这项工作将是十分必要和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构非线性地震扭转作用和扭转效应的研究”(项目批准号：59978055)，对平面不规则结构的地震反应规律
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了影响平面不规则结构地震反应的主要结构参数，研究了不同地震动类型和双向水平地震输入对结构扭作用和扭转效应的影响
；采用基于有限元柔度法的纤维模型梁柱单元，建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三维非弹性地震反应动力分析程序，对依据我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设计的不规则结构进行地震反应模拟分析，讨论了现行设计方法的有效性。通过上述工作，本文主要取得了以下一些主要成果：
1、以有限元分析程序FEAP(v.7.3)作为平台，分别编制了层间模型和基于纤维模型梁柱单元的杆系模型两种结构空间非线性动力分析程序。其中
，层间模型主要用于结构参数分析，杆系模型用于代替不规则框架的结构动力试验。另外，在开发平台中还添加了与地震反应分析相关的功能。
2、采用解析法对单层平面不规则结构的弹性影响参数加以确认，分析了各参数对结构反应的影响；采用模态分析法确定了多层平面不规则结构的影
响参数，研究了楼层强度偏心距对结构非弹性扭转耦联反应的影响，由此提出控制结构非弹性扭转反应的相关措施。采用纤维模型梁柱单元模拟了单层
与多层钢筋混凝土不规则框架结构的非弹性地震反应，对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3、根据地震动类型的划分标准，考察了各种类型的地面运动对偏心结构非弹性反应的影响程度；采用纤维模型梁柱单元分别模拟了单层和多层不规
则结构在不同类型地面运动作用下的强震反应过程，对结构的变形峰值与滞回耗能情况进行了考察。
4、对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均匀偏心结构的非弹性扭转耦联反应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强度偏心距对结构非弹性扭转耦联反应的影响程度，并采用纤维
模型梁柱单元模拟分析了不规则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在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反应过程。
5、采用纤维模型梁柱单元模拟了典型建筑场地上不规则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地震反应，对不同强度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反应状态进行了分析，对
当前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的相关设计条款满足抗震设防水准要求的有效性进行了相关讨论，得出了一些初步性的分析结果。
平面不规则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非线性扭转反应分析是结构抗震领域中研究的难点问题之一，采用纤维模型梁柱单元的结构空间动力非线性分析程
序，结合抗震规范的设计要求，开展对不规则结构的空间地震反应分析的研究与评估，有利于提高结构的设计水平，改进抗震措施，从而减少实际扭转
震害的发生。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在结构分析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前沿性，而且具有广泛的工程实用价值。 平面不规则

10.学位论文 于德湖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偏心结构地震响应及实用设计方法 2003
该文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作为规范配套软件中抗震分析的一部分,针对配筋砌块体剪力墙结构,编制了平扭耦联(每楼层考虑两个平动自由度和一
个转动自由度)的弹塑性时程分析以及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程序.为了利用以上时程分析结果对结构抗震安全性进行评价,定义了结构的墙片及楼层易损性系
数,建立了利用楼层易损系数对结构震害进行评价的方法,并给出了不同震害等级对应的楼层易损性系数参考标准.从结构参数、地震动特性及刚度在楼层
中的分配形式三个方面,初步讨论了其对结构弹塑性地震反应特性的影响.为了给偏心配筋砌块体剪力墙结构的简化计算提供依据,利用均匀设计计算试验
,给出了由底部剪力法结果确定偏心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结构的各楼层设计剪力及扭矩的简化计算公式,并讨论了应用于双向偏心情况的可行性;给出了具
体设计步骤和设计实例,算例表明了所建议方法的安全可靠性和合理性.最后,结合前面给出的偏心结构地震作用的简化计算方法,以及多道设防的设计思
想,给出了偏心结构多道设防的抗震设计步骤,通过真实结构给出了设计实例,时程分析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能有效的减轻大震下结构的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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