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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公共建筑抗震安全监管，排查重要公共建筑可能存在的抗震隐患，有效判别

既有重要公共建筑抗震安全性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地震发生时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江苏省既有重要公共建筑的抗震风险排查。本导则所指的重要公共建

筑包括：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中的特殊设防类（甲类）和重点设防类（乙类）的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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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查依据 

2.0.1  抗震设防烈度：建筑所在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应按现行《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和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确定。当乡镇的设防烈度与所在区县的设防烈度不同时，

乡镇的设防烈度应按两者较高的设防烈度确定。  

2.0.2  抗震设防分类：按现行《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确定。  

2.0.3  后续使用年限：分为 30、40、50 年，分别简称为 A、B、C 类建筑。2000 年及以前

的建筑，后续使用年限 30年（A类）；2001-2010年间的建筑，后续使用年限 40年（B类）；

2011年及以后的建筑，后续使用年限 50年（C类）。 

2.0.4  排查方法和评定：对于 A、B类建筑，依据本导则进行排查与评定；对于 C类建筑，

则应依据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进行排查与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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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查方法与内容 

3.0.1  被排查建筑物的产权单位有责任收集并提供勘察和设计（含结构变更、加固改造）

相关技术性文件，有责任提供施工（监理）资料或工程验收文件、使用期内已有的检测鉴定

等相关资料。 

3.0.2  排查人员应在对建筑物相关资料和使用状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现场检查建筑物现

状与原始资料及相关规范符合程度、使用维护状况等因素，重点依据相关资料对建筑物整体

抗震性能做出评价，对存在抗震安全隐患的建筑提出相应的抗震减灾对策和处理意见，对需

进一步深入鉴定的建筑提出抗震鉴定的要求。 

3.0.3  应调查的项目内容  

    1  建筑物的基本情况：包括建筑名称、地址、建造年代、用途等。  

    2  建筑物的责任主体：包括产权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  

    3  建筑物档案资料：包括勘探报告、设计文件（图纸及变更）、竣工资料（竣工图、

施工资料）、工程验收文件，若曾结构变动或加固，也应包括相关的技术文件。  

    4  建筑物的使用状况：了解使用期内用途变更情况、荷载情况等。 

3.0.4  应现场检查核实内容  

    1  现场检查核实内容主要包括：场地、地基与基础和上部结构的现状检查，及使用期

内曾遭受的灾害情况及维修、加固、改造等情况。 

    2  建筑场地的检查，以查阅《勘察报告》或《安评报告》为主、现场查看为辅；地基

与基础现状的检查，应着重调查上部结构的不均匀沉降裂缝和倾斜。  

    3  上部结构现场检查应重点核查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层数、层高（总高度）、建筑面

积、结构布置等与设计图纸及相关规范要求是否相符；结构构件材料的检查以查阅相关检测

报告或设计与竣工验收资料为主，辅于现场经验判断。  

    上部结构类型主要有：砌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其它结构形式的

建筑，可按照其相应的现行规范、标准进行排查。 

3.0.5  当建筑上部结构由两种或以上结构类型组合而成时，上部结构的排查应根据本导则

第 6～9章相关内容要求分别进行排查，经综合分析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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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查结果评定 

4.0.1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时，可直接评定： 

1  经历地震烈度区划或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内的建筑，经核实原设计设防烈度低于现行

《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设防要求时，可直接判定

建筑物需进行抗震鉴定； 

2  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设计，通过施工图设计审查，经竣工

验收合格，且不属于本条第 1款的建筑，可直接判定建筑物符合抗震要求； 

3  未经正规设计的建筑，或虽有设计但确无法提供设计图纸等技术性文件的建筑，或

虽有设计图纸但与建筑物结构实体明显不符合的建筑，可直接判定建筑物需进行抗震鉴定。 

4.0.2  经排查，有以下情形之一时，可直接判定建筑物不符合抗震要求，需进行抗震加固

或采取其它措施：  

    1  建筑物结构类型不符合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或《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GB50023）相关规定，或结构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时； 

    2  建筑物主体结构曾遭受灾害且结构受损较严重或已明显老化时；  

    3  施工质量存在严重缺陷时；  

    4  使用过程中有较重大的擅自拆改建等情况，且分析表明对抗震不利时；  

    5  建筑物整体性连接构造和抗震构造措施存在多项不符合要求, 且明显影响综合抗震

能力时； 

    6  其他对抗震不利的情况。 

4.0.3  经排查，符合有以下情形时，可直接判定建筑物符合或主体结构基本符合抗震要求： 

    1  对于 A 类建筑，经排查，符合本导则相应章节各项规定时，可判定其符合 A类建筑

抗震设防要求。仅有女儿墙、门脸等非结构构件不符合抗震要求，可判定其主体结构基本符

合 A类建筑抗震要求。 

    2  对于 B 类建筑，经排查，符合或基本符合本导则相应章节各项规定时，且原设计通

过了施工图设计审查，经竣工验收合格，可判定其符合或主体结构基本符合 B类建筑抗震要

求。 

3  对于 C 类建筑，应按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相关要求进行排查，

其结构体系和抗震构造措施符合或基本符合相应章节各项规定时，且原设计通过了施工图设

计审查，经竣工验收合格，可判定其符合或主体结构基本符合 C类建筑抗震要求。 

4、对于符合第 4.0.1 条第 2款和本条第 1、2、3款的建筑，若使用期内发生结构变动

和遭受灾害，还应符合下列要求，才能判定为建筑物符合或主体结构基本符合相应类别建筑

抗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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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建筑物使用期内曾进行过结构变更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 应由专业设计与施工； 

  ② 变更后的结构应符合相应的抗震要求，或已采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2）若建筑物结构曾遭受灾害（火灾、洪灾等）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 应由专业单位进行受损鉴定，且经过专业设计与施工； 

  ② 处理后的结构应符合相应的抗震要求，或已采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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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地、地基与基础 

5.1  场 地 

5.1.1 对建筑场地的排查，按表 5.1.1 规定判别场地所属地段类别。 

表 5.1.1 场地有利、不利和危险地段的划分 

 

5.1.2  6、7度时及建造于对抗震有利地段的建筑，可不进行场地对建筑影响的评估。 

5.1.3  7～9度时，建筑场地为条状突出山嘴、高耸孤立山丘、陡坡、陡坎、河岸和边坡的

边缘等不利地段，应对其地震稳定性、地基滑移及对建筑物的可能危害进行评估；非岩石和

强风化岩石陡坡及建筑场地与坡脚的高差均较大时，应估算局部地形导致其地震影响增大的

后果。 

5.1.4  对建造在危险地段的建筑，应建议结合规划更新（迁离）；暂时不能更新的，应建

议进行专门研究并采取应急的安全措施。 

5.2  地基和基础 

5.2.1  符合下列的情况，可不进行地基和基础的抗震排查： 

    1  6度时的各类建筑； 

    2  7度时，地基基础现状无严重静载缺陷的乙类建筑； 

    3  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内不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或严重不均匀土层的乙

类建筑。 

5.2.2  地基基础现状的排查，应着重调查上部结构的不均匀沉降裂缝和倾斜；当上部结构

无不均匀沉降裂缝和倾斜，或虽有裂缝、倾斜但不严重且无发展趋势，该地基基础可评为无

严重静载缺陷。 

5.2.3  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的地基基础，应建议根据烈度、场地类别、建筑

现状和基础类型，按《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相关要求进行液化、震陷及抗震承载

力的两级鉴定；静载下已出现严重缺陷的地基基础，应同时审核其静载下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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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砌体结构建筑 

6.1  一般规定 

6.1.1  现有多层砌体房屋抗震排查时，房屋的高度和层数、抗震墙的厚度和间距、墙体实

际达到的砂浆强度等级和砌筑质量、墙体交接处的连接以及女儿墙、楼梯间和出屋面烟囱等

易引起倒塌伤人的部位应重点检查；7～9 度时，尚应检查墙体布置的规则性，检查楼、屋

盖处的圈梁，检查楼、屋盖与墙体的连接构造等。 

6.1.2  多层砌体房屋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墙体不空臌、无严重酥碱和明显歪闪。 

2  支承大梁、屋架的墙体无竖向裂缝，承重墙、自承重墙及其交接处无明显裂缝。 

3  木楼、屋盖构件无明显变形、腐朽、蚁蚀和严重开裂。 

4  混凝土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和歪扭。 

6.1.3  现有砌体房屋的抗震排查，应按房屋高度和层数、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墙体材料的

实际强度、房屋整体性连接构造的可靠性、局部易损易倒部位构件自身及其与主体结构连接

构造的可靠性。 

当砌体房屋层数超过规定时，应评为不满足抗震要求；当仅有出入口和人流通道处的女

儿墙、出屋面烟囱等不符合规定时，应评为局部不满足抗震要求。 

6.1.4  A 类砌体房屋应进行抗震措施排查，当抗震措施排查满足要求时，应评为满足抗震

排查要求；不符合抗震措施排查要求时，除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应评为需进行抗震鉴定。 

B 类砌体房屋，在整体性连接构造的检查中尚应包括构造柱的设置情况，当抗震措施满

足要求，且通过了施工图设计审查的，判定其基本符合抗震要求。 

6.2  A 类砌体结构建筑 

6.2.1  现有砌体房屋的高度和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房屋的高度和层数不宜超过表 6.2.1 所列的范围。对横向抗震墙较少的房屋，其适

用高度和层数应比表 6.2.1 的规定分别降低 3m 和一层；对横向抗震墙很少的房屋，还应再

减少一层。 

2  当超过规定的适用范围时，应评为不满足抗震要求或需进行抗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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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A类砌体房屋的最大高度（m）和层数限值 

 

 

 

 

 

 

 

 

 

 

 
    注：1 房屋高度计算方法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规定； 

2 空心墙指由两片120mm 厚砖与240mm 厚砖通过卧砌砖形成的墙体； 

3 乙类设防时应允许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查表，但层数应减少一层且总高度应降低3m；其抗震墙不应为180mm 普通砖实心

墙、普通砖空斗墙。 

6.2.2  现有砌体房屋的结构体系，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 

1  房屋实际的抗震横墙间距和高宽比，应符合下列刚性体系的要求： 

1） 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6.2.2 的规定； 

2） 房屋的高度与宽度（有外廊的房屋，此宽度不包括其走廊宽度）之比不宜大于

2.2，且高度不大于底层平面的最长尺寸。 

表6.2.2 A 类砌体房屋刚性体系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m） 

 

注：对Ⅳ类场地，表内的最大间距值应减少3m 或4m 以内的一开间。 

2  7～9 度时，房屋的平、立面和墙体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则性的要求： 

1) 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比较规则均匀，立面高度变化不超过一层，同一楼层的楼

板标高相差不大于500mm； 

2) 楼层的质心和计算刚心基本重合或接近。 

3  跨度不小于6m 的大梁，不宜由独立砖柱支承；乙类设防时不应由独立砖柱支承。 

4  教学楼、医疗用房等横墙较少、跨度较大的房间，宜为现浇或装配整体式楼、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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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承重砌体及砖、砌块和砂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砖或砌块基本完好，无明显缺损、风化；砌筑砂浆应为水泥砂浆或混合砂浆，无明

显粉化。 

2  承重砌体无明显截面削弱，无影响承载的裂缝等损伤和变形。 

6.2.4  现有房屋的整体性连接构造，应着重检查下列要求： 

1  墙体布置在平面内应闭合，纵横墙交接处应有可靠连接，不应被烟道、通风道等竖

向孔道削弱；乙类设防时，尚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和表6.2.4-1 检查构造柱设置情况。 

表6.2.4-1  乙类设防时A类砖房构造柱设置要求 

 

        注：横墙较少时，按增加一层的层数查表。砌块房屋按表中提高一度的要求检查芯柱或构造柱。 

2  木屋架不应为无下弦的人字屋架，隔开间应有一道竖向支撑或有木望板和木龙骨顶

棚。 

3  装配式混凝土楼盖、屋盖（或木屋盖）砖房的圈梁布置和配筋，不应少于表6.2.4-2 

的规定；纵墙承重房屋的圈梁布置要求应相应提高；空斗墙、空心墙和180mm 厚砖墙的房屋，

外墙每层应有圈梁。 

表6.2.4-2  A类砌体房屋圈梁的布置和构造要求 

 

       注：6 度时，同非抗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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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配式混凝土楼盖、屋盖的砌块房屋，每层均应有圈梁；其中，6～8 度时内墙上圈

梁的水平间距与配筋应分别符合表6.2.4-2 中7～9 度时的规定。 

6.2.5  现有房屋的整体性连接构造，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纵横墙交接处应咬槎较好；当为马牙槎砌筑或有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时，沿墙高每10 

皮砖（中型砌块每道水平灰缝）或500mm 应有2φ6 拉结钢筋；空心砌块有钢筋混凝土芯柱

时，芯柱在楼层上下应连通，且沿墙高每隔600mm 应有φ4 点焊钢筋网片与墙拉结。 

2  楼盖、屋盖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楼盖、屋盖构件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表6.2.5 的规定： 

2) 混凝土预制构件应有座浆；预制板缝应有混凝土填实，板上应有水泥砂浆面层。 

表6.2.5 楼盖、屋盖构件的最小支承长度（mm） 

 

3  圈梁的布置和构造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现浇和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楼盖、屋盖可无圈梁； 

2) 圈梁截面高度，多层砖房不宜小于120mm，中型砌块房屋不宜小于200mm，小型砌

块房屋不宜小于150mm； 

3) 圈梁位置与楼盖、屋盖宜在同一标高或紧靠板底； 

4) 砖拱楼盖、屋盖房屋，每层所有内外墙均应有圈梁，当圈梁承受砖拱楼盖、屋盖

的推力时，配筋量不应少于4φ12； 

5) 屋盖处的圈梁应现浇；楼盖处的圈梁可为钢筋砖圈梁，其高度不小于4 皮砖，砌

筑砂浆强度等级不低于M5，总配筋量不少于表6.2.4-2 中的规定；现浇钢筋混凝土板墙或钢

筋网水泥砂浆面层中的配筋加强带可代替该位置上的圈梁；与纵墙圈梁有可靠连结的进深梁

或配筋板带也可代替该位置上的圈梁。 

6.2.6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及其连接，应着重检查下列要求： 

1  出入口或人流通道处的女儿墙和门脸等装饰物应有锚固。 

2  出屋面小烟囱在出入口或人流通道处应有防倒塌措施。 

3  钢筋混凝土挑檐、雨罩等悬挑构件应有足够的稳定性。 

6.2.7  楼梯间的墙体，悬挑楼层、通长阳台或房屋尽端局部悬挑阳台，过街楼的支承墙体，

与独立承重砖柱相邻的承重墙体，均应提高有关墙体承载能力的要求。 

6.2.8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及其连接，尚应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1  现有结构构件的局部尺寸、支承长度和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承重的门窗间墙最小宽度和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距离及支承跨度大于5m 的大

梁的内墙阳角至门窗洞边的距离，7、8、9 度时分别不宜小于0.8m、1.0m、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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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承重的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距离，7、8 度时不宜小于0.8m，9 度时不宜小于

1.0m； 

3) 楼梯间及门厅跨度不小于6m 的大梁，在砖墙转角处的支承长度不宜小于490mm； 

4) 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间和水箱间等小房间，8、9 度时墙体的砂浆强度等级不宜

低于M2.5；门窗洞口不宜过大；预制楼盖、屋盖与墙体应有连接。 

2  非结构构件的现有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隔墙与两侧墙体或柱应有拉结，长度大于5.1m 或高度大于3m 时，墙顶还应与梁

板有连接； 

2) 无拉结女儿墙和门脸等装饰物，当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不低于M2.5 且厚度为

240mm时，其突出屋面的高度，对整体性不良或非刚性结构的房屋不应大于0.5m；对刚性结

构房屋的封闭女儿墙不宜大于0.9m。 

6.2.9  房屋的抗震承载力可采用抗震横墙间距和宽度的下列限值进行简化验算： 

1  层高在3m 左右，墙厚为240mm 的普通粘土砖房屋，当在层高的1/2 处门窗洞所占的

水平截面面积，对承重横墙不大于总截面面积的25%、对承重纵墙不大于总截面面积的50%

时，其承重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的限值宜按表6.2.9-1 采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0.15g 

和0.30g 时，应按表中数值采用内插法确定；其他墙体的房屋，应按表6.2.9-1 的限值乘以

表6.2.9-2 规定的抗震墙体类别修正系数采用。 

2  自承重墙的限值，可按本条第1 款规定值的1.25 倍采用。 

3  对本导则6.2.7 条规定的情况，其限值宜按本条第1、2 款规定值的0.8 倍采用；突

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间和水箱间等小房间，其限值宜按本条第1、2 款规定值的1/3 采用。 

6.2.10  多层砌体房屋符合本节各项规定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抗震要求；当遇下列情况

之一时，应评为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要求，且要求对房屋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1  房屋高宽比大于3，或横墙间距超过刚性体系最大值4m。 

2  纵横墙交接处连接不符合要求，或支承长度少于规定值的75%。 

3  仅有易损部位非结构构件的构造不符合要求。 

4  本节的其他规定有多项明显不符合要求。 

表6.2.9-2  抗震墙体类别修正系数 

 

注：t 指小型砌块墙体的厚度。 

 

 

 

 

 

11 
 



表6.2.9-1 抗震承载力简化验算的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m） 

 

注：1 L 指240mm 厚承重横墙间距限值；楼、屋盖为刚性时取平均值，柔性时取最大值，中等刚性可相应换算； 

2 B 指240mm 厚纵墙承重的房屋宽度限值；有一道同样厚度的内纵墙时可取1.4 倍，有2 道时可取1.8 倍；平面局部突

出时,房屋宽度可按加权平均值计算； 

3 楼盖为混凝土而屋盖为木屋架或钢木屋架时，表中顶层的限值宜乘以0.7。 

6.3  B 类砌体结构建筑 

6.3.1  现有B 类多层砌体房屋实际的层数和总高度不应超过表6.3.1 规定的限值；对教学

楼、医疗用房等横墙较少的房屋总高度，应比表6.3.1 的规定降低3m，层数相应减少一层；

各层横墙很少的房屋，还应再减少一层。 

当房屋层数和高度超过最大限值时，应提高对综合抗震能力的要求或提出采取改变结构

体系等抗震减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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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 B 类多层砌体房屋的层数和总高度限值(m) 

 

注：1 房屋高度计算方法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 

2 乙类设防时应允许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查表，但层数应减少一层且总高度应降低3m。 

6.3.2  现有普通砖和240mm 厚多孔砖房屋的层高，不宜超过4m；190mm 厚多孔砖和砌块

房屋的层高，不宜超过3.6m。 

6.3.3  现有多层砌体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房屋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不应超过表6.3.3-1 的要求。 

表6.3.3-1  B 类多层砌体房屋的抗震横墙最大间距(m) 

 

2  房屋总高度与总宽度的最大比值（高宽比），宜符合表6.3.3-2 的要求。 

表6.3.3-2 房屋最大高宽比 

 

  注：单面走廊房屋的总宽度不包括走廊宽度。 

3  纵横墙的布置宜均匀对称，沿平面内宜对齐，沿竖向应上下连续；同一轴线上的窗

间墙宽度宜均匀。 

4  8、9 度时，房屋立面高差在6m 以上，或有错层，且楼板高差较大，或各部分结构

刚度、质量截然不同时，宜有防震缝，缝两侧均应有墙体，缝宽宜为50mm～100mm。 

5  房屋的尽端和转角处不宜有楼梯间。 

6  跨度不小于6m 的大梁，不宜由独立砖柱支承；乙类设防时不应由独立砖柱支承。 

7  教学楼、医疗用房等横墙较少、跨度较大的房间，宜为现浇或装配整体式楼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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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8  同一结构单元的基础(或桩承台)宜为同一类型，底面宜埋置在同一标高上，否则应

有基础圈梁并应按1:2 的台阶逐步放坡。 

6.3.4  承重砌体及砖、砌块和砂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砌筑砂浆设计强度等级，砖砌体不应低于M2.5，砌块砌体不应低于M5。实际砂浆无

明显劣化，无明显粉化。 

2  砌体块材设计强度等级，普通砖、多孔砖不应低于MU7.5，混凝土小砌块不宜低于MU5，

混凝土中型砌块、粉煤灰中砌块不宜低于MU10。实际砖或砌块基本完好，无明显缺损、风化； 

3  承重砌体无明显截面削弱，无影响承载的裂缝等损伤和变形。 

6.3.5  现有砌体房屋的整体性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墙体布置在平面内应闭合，纵横墙交接处应咬槎砌筑，烟道、风道、垃圾道等不应

削弱墙体，当墙体被削弱时，应对墙体采取加强措施。 

2  现有砌体房屋在下列部位应有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或芯柱： 

1) 砖砌体房屋的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应按表6.3.5-1 的要求检查，粉煤灰中砌块房屋

应根据增加一层后的层数，按表6.3.5-1 的要求检查； 

2) 混凝土小砌块房屋的钢筋混凝土芯柱应按表6.3.5-2 的要求检查； 

表6.3.5-1 砖砌体房屋构造柱设置要求 

 

表6.3.5-2 混凝土小砌块房屋芯柱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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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凝土中砌块房屋的钢筋混凝土芯柱应按表6.3.5-3 的要求检查； 

表6.3.5-3 混凝土中砌块房屋芯柱设置要求 

 

4) 外廊式和单面走廊式的多层房屋，应根据房屋增加一层后的层数，分别按本款第

1～3项的要求检查构造柱或芯柱，且单面走廊两侧的纵墙均应按外墙处理； 

5) 教学楼、医疗用房等横墙较少的房屋，应根据房屋增加一层后的层数，分别按本

款第1～3 项的要求检查构造柱或芯柱；当教学楼、医疗用房等横墙较少的房屋为外廊式或

单面走廊式时，应按本款第1~4 项的要求检查，但6 度不超过四层、7 度不超过三层和8 度

不超过二层时应按增加二层后的层数进行检查。 

3  钢筋混凝土圈梁的布置与配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盖、屋盖或木楼盖、屋盖的砖房，横墙承重时，现浇钢筋混

凝土圈梁应按表6.3.5-4 的要求检查；纵墙承重时每层均应有圈梁，且抗震横墙上的圈梁间

距应比表6.3.5-4 的规定适当加密； 

2) 砌块房屋采用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盖时，每层均应有圈梁，圈梁的间距应按表

6.3.5-4提高一度的要求检查。 

表6.3.5-4 多层砖房现浇钢筋混凝土圈梁设置和配筋要求 

 
4  现有房屋楼、屋盖及其与墙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或屋面板伸进外墙和不小于240mm 厚内墙的长度，不应小于

120mm；伸进190mm 厚内墙的长度不应小于90mm； 

2)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板或屋面板，当圈梁未设在板的同一标高时，板端伸进外墙

的长度不应小于120mm，伸进不小于240mm 厚内墙的长度不应小于100mm，伸进190mm厚内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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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度不应小于80mm，在梁上不应小于80mm； 

3) 当板的跨度大于4.8m 并与外墙平行时，靠外墙的预制板侧边与墙或圈梁应有拉

结； 

4) 房屋端部大房间的楼盖，8 度时房屋的屋盖和9 度时房屋的楼盖、屋盖，当圈梁

设在板底时，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应相互拉结，并应与梁、墙或圈梁拉结。 

6.3.6  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或芯柱）的构造与配筋，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砖砌体房屋的构造柱最小截面可为240mm×180mm，纵向钢筋宜为4φ12，箍筋间距不

宜大于250mm，且在柱上下端宜适当加密，7 度时超过六层、8 度时超过五层和9 度时，构

造柱纵向钢筋宜为4φ14，箍筋间距不应大于200mm。 

2  混凝土小砌块房屋芯柱截面，不宜小于120mm×120mm；构造柱最小截面尺寸可为

240mm×240mm。芯柱（或构造柱）与墙体连接处应有拉结钢筋网片，竖向插筋应贯通墙身且

与每层圈梁连接；插筋数量混凝土小砌块房屋不应少于1φ12，混凝土中砌块房屋，6 度和7 

度时不应少于1φ14 或2φ10，8 度时不应少于1φ16 或2φ12。 

3  构造柱与圈梁应有连接；隔层设置圈梁的房屋，在无圈梁的楼层应有配筋砖带，仅

在外墙四角有构造柱时，在外墙上应伸过一个开间，其他情况应在外纵墙和相应横墙上拉通，

其截面高度不应小于四皮砖，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5。 

4  构造柱与墙连接处宜砌成马牙槎，并应沿墙高每隔500mm 有2φ6 拉结钢筋，每边伸

入墙内不宜小于1m。 

5  构造柱应伸入室外地面下500mm，或锚入浅于500mm 的基础圈梁内。 

6.3.7  钢筋混凝土圈梁的构造与配筋，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现浇或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楼、屋盖与墙体有可靠连接的房屋，可无圈梁，但楼

板应与相应的构造柱有钢筋可靠连接；6~8 度砖拱楼盖、屋盖房屋，各层所有墙体均应有圈

梁。 

2  圈梁应闭合，遇有洞口应上下搭接。圈梁宜与预制板设在同一标高处或紧靠板底。 

3  圈梁在表5.3.5-4 要求的间距内无横墙时，可利用梁或板缝中配筋替代圈梁。 

4  圈梁的截面高度不应小于120mm，当需要增设基础圈梁以加强基础的整体性和刚性

时，截面高度不应小于180mm，配筋不应少于4φ12，砖拱楼、屋盖房屋的圈梁应按计算确定，

但不应少于4φ10。 

6.3.8  砌块房屋墙体交接处或芯柱、构造柱与墙体连接处的拉结钢筋网片，每边伸入墙内

不宜小于1m，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混凝土小砌块房屋沿墙高每隔600mm 有φ4 点焊的钢筋网片。 

2  混凝土中砌块房屋隔皮有φ6 点焊的钢筋网片。 

3  粉煤灰中砌块6、7 度时隔皮、8 度时每皮有φ6 点焊的钢筋网片。 

6.3.9  房屋的楼、屋盖与墙体的连接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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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屋盖的钢筋混凝土梁或屋架应与墙、柱(包括构造柱、芯柱)或圈梁可靠连接，梁

与砖柱的连接不应削弱柱截面，各层独立砖柱顶部应在两个方向均有可靠连接。 

2 坡屋顶房屋的屋架应与顶层圈梁有可靠连接，檩条或屋面板应与墙及屋架有可靠连

接，房屋出入口和人流通道处的檐口瓦应与屋面构件锚固；8 度和9 度时，顶层内纵墙顶宜

有支撑端山墙的踏步式墙垛。 

6.3.10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及其连接，应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1  后砌的非承重砌体隔墙应沿墙高每隔500mm 有2φ6 钢筋与承重墙或柱拉结，并每边

伸入墙内不应小于500mm，8 度和9 度时长度大于5.1m 的后砌非承重砌体隔墙的墙顶，尚应

与楼板或梁有拉结。 

2  下列非结构构件的构造不符合要求时，位于出入口或人流通道处应加固或采取相应

措施： 

1) 预制阳台应与圈梁和楼板的现浇板带有可靠连接； 

2) 钢筋混凝土预制挑檐应有锚固； 

3) 附墙烟囱及出屋面的烟囱应有竖向配筋。 

    3  门窗洞处不应为无筋砖过梁；过梁支承长度，6～8 度时不应小于240mm，9 度时不

应小于360mm。 

    4  房屋中砌体墙段实际的局部尺寸，不宜小于表6.3.10 的规定。 

表6.3.10 房屋的局部尺寸限值(m) 

 
6.3.11  楼梯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8 度和9 度时，顶层楼梯间横墙和外墙宜沿墙高每隔500mm 有2φ6 通长钢筋；9 度

时其他各层楼梯间墙体应在休息平台或楼层半高处有60mm 厚的配筋砂浆带，其砂浆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M5，钢筋不宜少于2φ10。 

2  8 度和9 度时，楼梯间及门厅内墙阳角处的大梁支承长度不应小于500mm，并应与圈

梁有连接。 

3  突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间，构造柱应伸到顶部，并与顶部圈梁连接，内外墙交接

处应沿墙高每隔500mm 有2φ6 拉结钢筋，且每边伸入墙内不应小于1m。 

4  装配式楼梯段应与平台板的梁有可靠连接，不应有墙中悬挑式踏步或踏步竖肋插入

墙体的楼梯，不应有无筋砖砌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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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 

7.1  一般规定 

7.1.1  钢筋混凝土房屋包括现浇及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框架（含填充墙框架）、框架-抗

震墙、抗震墙等结构类型。 

7.1.2  钢筋混凝土房屋应重点检查表 7.1.2 所列部位。 

表 7.1.2  钢筋混凝土房屋应重点检查的部位 

检   查   内   容 
烈   度 

6 7 8 9 

局部易掉落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楼梯间非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 √ √ √ √ 

梁柱节点的连接方式、框架跨数及不同结构体系之间的连接构造  √ √ √ 

梁、柱的配筋，材料强度，各构件间的连接，结构体型的规则性，

短柱分析，使用荷载的大小和分布等 
  √ √ 

7.1.3  A 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总层数不应超过 10层；B 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总高度不应超过表

7.1.3相关规定。 

               表 7.1.3  B类钢筋混凝土房屋适用的房屋最大高度（m）

 

7.1.4  钢筋混凝土房屋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梁、柱及节点的混凝土仅有微小开裂或局部剥落，钢筋无露筋、锈蚀。 

 2  填充墙无明显开裂或与框架脱开。 

 3  主体结构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7.1.5  砖女儿墙、门脸等非结构构件和突出屋面的小房间，应符合第 6 章中的有关规定。 

7.2  A 类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 

7.2.1  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结构宜为双向框架，装配式框架宜有整浇节点，8、9 度时不应为铰接节点。 

 2  框架结构不应为单跨框架，且 8、9 度时按梁柱的实际配筋、柱轴向力计算的框架柱

的弯矩增大系数宜大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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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9 度时，结构体系规则性宜符合下列要求： 

  1）平面局部突出部分的长度不宜大于宽度，且不宜大于该方向总长度的 30%。 

  2）立面局部缩进的尺寸不宜大于该方向水平总尺寸的 25%。 

  3）楼层刚度不宜小于其相邻上层刚度的 70%，且连续三层总的刚度降低不宜大于

50%。 

  4）无砌体结构相连，且平面内的抗侧力构件及质量分布宜基本均匀对称。 

 4  抗震墙之间无大洞口的楼盖、屋盖的长宽比不宜超过表 7.2.1-1 的规定。 

表 7.2.1-1  抗震墙无大洞口的楼盖、屋盖的长宽比 

 

 5  8 度时，厚度不小于 240mm、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低于 M2.5 的抗侧力黏土砖填充

墙，其平均间距不大于表 7.2.1-2 规定的限值。 

表 7.2.1-2  抗侧力黏土砖填充墙平均间距的限值 

 
7.2.2  梁、柱、墙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6、7度时不宜低于 C15；8、9度时不应低于 C20。

实际混凝土无明显损伤，无明显劣化。 

7.2.3  6度和 7度Ⅰ、Ⅱ类场地时，框架结构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框架梁柱的纵向钢筋和横向箍筋的配置应符合非抗震设计的要求，其中，梁纵向钢

筋在柱内的锚固长度，HPB235 级钢筋不宜小于纵向钢筋直径的 25倍，HRB335级钢筋不宜小

于纵向钢筋直径的 30倍，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13 时，锚固长度应相应增加纵向钢筋直径的

5倍。 

    2  6 度时，乙类设防框架的中柱和边柱纵向钢筋的总配筋率不应少于 0.5%，角柱不应

少于 0.7%，箍筋最大间距不宜大于 8 倍纵向钢筋直径且不大于 150mm，最小直径不宜小于

6mm。 

7.2.4  7度Ⅲ、Ⅳ类场地和 8、9 度时，框架梁柱的配筋尚应着重按下列要求检查： 

    1  梁两端在梁高各一倍范围内的箍筋间距，8 度时不应大于 200mm，9 度时不应大于

150mm。 

2  在柱的上、下端，柱净高各 1/6 的范围内，乙类设防时，框架柱箍筋的最大间距和

最小直径，宜按当地设防烈度和表 7.2.4的要求检查。 

3  净高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大于 4 的柱，包括因嵌砌粘土砖填充墙形成的短柱，沿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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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范围内的箍筋直径不应小于φ8，箍筋间距，8 度时不应大于 150mm，9 度时不应大于

100mm。 

表 7.2.4  乙类设防时框架柱箍筋的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 

 

4  框架角柱纵向钢筋的总配筋率，8度时不宜小于 0.8%，9 度时不宜小于 1.0%；其他

各柱纵向钢筋的总配筋率，8度时不宜小于 0.6%，9度时不宜小于 0.8%。 

   5  框架柱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300mm，8度Ⅲ、Ⅳ类场地和 9度时不宜小于 400mm；9度

时，柱的轴压比不应大于 0.8。 

7.2.5  8、9度时，框架－抗震墙的墙板配筋与构造应按下列要求检查： 

    1  抗震墙的周边宜与框架梁柱形成整体或有加强的边框。 

2  墙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140mm，且不宜小于墙板净高的 1/30，墙板中竖向及横向钢筋

的配筋率均不应小于 0.15%。 

3  墙板与楼板的连接，应能可靠地传递地震作用。 

7.2.6  框架结构利用山墙承重时，山墙应有钢筋混凝土壁柱与框架梁可靠连接。 

7.2.7  填充墙等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考虑填充墙抗侧力作用时，填充墙的厚度，6-8度时不应小于 180mm，9度时不应小

于 240mm；砂浆强度等级，6-8度时不应低于 M2.5，9度时不应低于 M5；填充墙应嵌砌于框

架平面内。 

2  填充墙沿柱高每隔 600mm 左右应有 2φ6 拉筋伸入墙内，8、9 度时伸入墙内的长度

不宜小于墙长的 1/5 且不小于 700mm；当墙高大于 5m 时，墙内宜有连系梁与柱连接；对于

长度大于 6m 的粘土砖墙或长度大于 5m的空心砖墙，8、9度时墙顶与梁应有连接。 

  3  房屋的内隔墙应与两端的墙或柱有可靠连接；当隔墙长度大于 6m，8、9度时墙顶尚

应与梁板连接。 

7.2.8  经排查，A类钢筋混凝土房屋符合本章 7.1.2～7.1.5及 7.2.1～7.2.7各项规定时，

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抗震要求。仅有女儿墙、门脸、楼梯间填充墙等非结构构件不满足

抗震要求，评为主体结构抗震承载力满足要求，但需要对不满足要求的非结构构件处理。当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可评为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抗震要求： 

1  梁柱节点构造不符合要求的框架及乙类的单跨框架结构。 

    2  8、9 度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 C13。 

    3  与框架结构相连的承重砌体结构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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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章 7.1.2～7.1.5及 7.2.1～7.2.7各项规定中，多项明显不符合时。 

不能按本条规定得出排查结论时，建议进行抗震鉴定。 

7.3  B 类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 

7.3.1  B 类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7.3.1 的规定确定。并按其所属抗震等

级的要求核查抗震构造措施。 
表 7.3.1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 

 

7.3.2  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结构不应为单跨框架结构，且 8、9度时按梁柱的实际配筋、柱轴向力计算的框

架柱的弯矩增大系数宜大于 1.1。 

2  结构布置宜符合 A 类建筑的规则性要求，不规则房屋设置防震缝时，其最小宽度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要求。 

3  钢筋混凝土框架房屋的结构布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框架应双向布置，框架梁与柱的中线宜重合。 

2）梁的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200mm，且不宜小于柱宽的 1/2；梁截面的高宽比不宜大

于 4；梁净跨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宜小于 4。 

3）柱的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300mm，柱净高与截面高度（圆柱直径）之比不宜小于 4。 

4）柱轴压比不宜超过表 7.3.2-1的规定；柱净高与截面高度（圆柱直径）之比小于

4、Ⅳ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建筑的柱轴压比限值应适当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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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1  柱轴压比限值 

 

4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房屋的结构布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抗震墙宜双向设置，框架梁与抗震墙的中线宜重合。 

2）抗震墙宜贯通房屋全高，且横向与纵向宜相连。 

3）房屋较长时，纵向抗震墙不宜设置在端开间。 

4）抗震墙之间无大洞口的楼、屋盖的长宽比不宜超过表 7.3.2-2的规定，超过时应

考虑楼盖平面内变形的影响。 

5）抗震墙墙板厚度不应小于 160mm 且不应小于层高的 1/20，在墙板周边应设置梁

（或暗梁）和端柱组成的边框。 

表 7.3.2-2  抗震墙无大洞口的楼盖、屋盖的长宽比 

 

5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房屋的结构布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较长的抗震墙宜分成较均匀的若干墙段，各墙段（包括小开洞墙及联肢墙）的高

宽比不宜不于 2。 

2）抗震墙有较大洞口时，洞口位置宜上下对齐。 

3）一、二级抗震墙和三级抗震墙加强部位的各墙肢应设置翼柱、端柱或暗柱等边缘

构件，暗柱或翼柱的截面范围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规定检查。 

4）两端有翼墙或端柱的抗震墙墙板厚度，一级不应小于 160mm，且不应小于层高的

1/20，二、三级不应小于 140mm，且不应小于层高的 1/25。 

6  钢筋混凝土框支-抗震墙房屋的结构布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房屋底部有框支层时，框支层的刚度不应小于相邻上层刚度的 50%；落地抗震墙数量

不宜小于上部抗震墙数量的 50%，其间距不宜大于四开间和 24m 的较小值，且落地抗

震墙之间的楼盖长宽比不应超过表 7.3.2-2规定的数值。 

7  抗侧力粘土砖填充墙应符合下列要求： 

1）二级且层数不超过五层、三级且层数不超过八层和四级的框架结构，可考虑粘土

砖填充墙的抗侧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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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充墙的布置应符合框架-抗震墙结构中对抗震墙的设置要求； 

3）填充墙应嵌砌在框架平面内并与梁柱紧密结合，墙厚不应小于 240mm， 砂浆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 M5， 宜先砌墙后浇框架。 

7.3.3  梁、柱、墙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一级的框架梁、柱和节点不宜低于

C30。实际混凝土无明显损伤，无明显劣化。 

7.3.4  现有框架梁的配筋与构造应按下列要求检查： 

1  梁端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大于 2.5%，且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和有效高度之比，

一级不应大于 0.25，二、三级不应大于 0.35。 

2  梁端截面的底面和顶面配筋量的比值，除按计算确定外，一级不应小于 0.5，二、

三级不应小于 0.3。 

3  梁端加密区的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应满足表 7.3.4 的要求，当梁端纵向

受拉钢筋配筋率大于 2%时，表中箍筋最小直径数值应增大 2mm； 

表 7.3.4  梁加密区的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 

 

4  梁顶面和底面的通长钢筋，一、二级不应少于 2φ14，且不应少于梁端顶面和底面

纵向钢筋中较大截面面积的 1/4，三、四级不应少于 2φ12； 

5  加密区箍筋肢距，一、二级不宜大于 200mm，三、四级不宜大于 250mm。 

7.3.5  现有框架柱的配筋与构造应按下列要求检查： 

1  柱纵向钢筋的最小总配筋率不应小于表 7.3.5-1 的规定，对Ⅳ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

建筑，表中的数值应增加 0.1。 

表 7.3.5-1  柱纵向钢筋的最小总配筋率（%） 

 

2  柱箍筋在规定的范围内应加密，加密区的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不宜低于表

7.3.5-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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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5-2  柱加密区的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 

 

3  柱箍筋的加密区范围，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柱端，为截面高度（圆柱直径）、柱净高的 1/6和 500mm 三者的最大值； 

       2）底层柱为刚性地面上下各 500mm； 

       3）柱净高与柱截面高度之比小于 4 的柱（包括因嵌砌填充墙等形成的短柱）、框支

柱、一级框架的角柱，为全高。 

4  柱加密区的箍筋最小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表 7.3.5-3 规定。一、二级时，净高与

柱截面高度（圆柱直径）之比小于 4的柱的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 1.0%。 

表 7.3.5-3  柱加密区的箍筋最小体积配箍率（%） 

 

5  柱加密区箍筋肢距，一级不宜大于 200mm，二级不宜大于 250mm，三、四级不宜大于

300mm，且每隔一根纵向钢筋宜在两个方向有箍筋约束。  

6  柱非加密区的实际箍筋量不宜小于加密区的 50%，且箍筋间距，一、二级不应大于

10 倍纵向钢筋直径，三级不应大于 15 倍纵向钢筋直径。 

7.3.6  现有框架节点的配筋与构造应按下列要求检查： 

    框架节点核芯区内箍筋的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宜按框架柱加密区的箍筋要求检查。 

    一、二、三级的体积配箍率分别不宜小于 1.0%、0.8%、0.6%，但轴压比小于 0.4 时，

仍按框架柱加密区相应箍筋最小体积配箍率要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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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抗震墙墙板的配筋与构造应按下列要求检查： 

1  抗震墙墙板横向、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均应符合表 7.3.7-1 的要求；Ⅳ类场地上

三级的较高的高层建筑，其一般部位的分布钢筋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2%。框架-抗震墙结

构中的抗震墙板，其横向和竖向分布筋均不应小于 0.25%。 

表 7.3.7-1  抗震墙墙板横向、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要求 

 

2  抗震墙边缘构件的配筋，应符合表 7.3.7-2的要求；框架-抗震墙端柱在全高范围内

箍筋，均应符合表中底部加强部位的要求。 

表 7.3.7-2  抗震墙边缘构件的配筋要求 

 

3  抗震墙的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一级的所有部位和二级的加强部位，应为双排布置，

二级的一般部位和三、四级的加强部位宜为双排布置。双排分布钢筋间拉筋的间距不应大于

600mm，且直径不应小于 6mm，对底部加强部位，拉筋间距尚应适当加密。 

7.3.8  填充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砌体填充墙在平面和竖向的布置，宜均匀对称。 

2  一、二级框架的围护墙和隔墙，宜采用轻质墙或与框架柔性连接的墙板。 

   3  砌体填充墙，宜与框架柱柔性连接，但墙顶应与框架紧密结合。 

    4  砌体填充墙与框架采用刚性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沿框架柱高每隔 500mm配置 2φ6拉筋，拉筋伸入填充墙内长度，一、二级框架宜

沿墙全长设置；三、四级框架不应小于墙长的 1/5且不小于 700mm。 

      2）墙长度大于 5m时，墙顶部与梁宜有拉结措施，墙高度超过 4m时，宜在墙高中部

设置与柱连接的通长钢筋混凝土水平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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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钢结构建筑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内容适用于多层和高层钢结构建筑及大跨屋盖建筑。 

8.1.2  甲、乙类抗震设防的钢结构房屋大部分建造于 90 年代以后，宜按后续使用年限 50

年（C类）进行排查。 

8.1.3  钢结构房屋应重点检查表 8.1.3 所列部位。 

表 8.1.3  应重点检查的部位 

检查内容 
烈   度 

6 7 8 9 

局部易掉落伤人的构件、部件 √ √ √ √ 

梁柱节点的连接方式及不同结构体系之间的连接构造  √ √ √ 

材料强度、各构件间的连接、结构体型的规则性、使用荷载的大小

和分布等 
  √ √ 

 

8.1.4  钢结构房屋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梁、柱及节点主要受力部位的螺栓不应出现松动或者脱落，焊缝不应出现撕裂等缺

陷；连接部位不应有影响结构传力性能的缺陷。 

    2  主体结构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3  填充墙无明显开裂或与框架脱开。 

8.1.5  钢结构建筑中涉及到砌体或混凝土构件的部分，按照本导则第 6 或第 7 章的相关规

定进行排查。 

8.2  多层和高层钢结构建筑 

8.2.1  多层和高层钢结构房屋包括整体式、装配整体式及装配式钢结构框架、框架-中心支

撑、框架-偏心支撑（延性墙板）、筒体和巨型框架等结构类型。 

8.2.2  多层和高层钢结构房屋总高度不应超过表 8.2.2 相关规定。 

表 8.2.2  适用的房屋最大高度（m） 

结构类型 
6、7 度 

（0.1g） 

7 度 

（0.15g） 

8 度 9 度 

（0.20g） （0.30g） （0.40g） 

框架结构 110 90 90 70 50 

框架-中心支撑 220 200 180 150 120 

框架-偏心支撑（延性墙板） 240 220 200 180 160 

筒体（框筒，筒中筒，桁架筒， 300 280 260 24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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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筒）和巨型框架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 超过表内高度的房屋，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3 表内的筒体不包括混凝土筒。 
8.2.3  框架结构宜为双向框架，8、9 度时不宜采用装配式结构。 

8.2.4  建筑的平、立面布置宜规则、对称，质量分布和刚度变化宜均匀，楼层不宜错层。

宜符合以下各项要求： 

1  楼板的尺寸和平面刚度不急剧变化，例如，有效楼板宽度不小于该层楼板典型宽度

的 50%，或开洞面积不大于该层楼面面积的 30%，或没有较大的楼层错层。 

2  平面凹进的尺寸，不大于相应投影方向总尺寸的 30% 。 

3  除顶层或出屋面小建筑外，局部收进的水平向尺寸不大于相邻下一层的 25％ 。 

4  平面内质量分布和抗侧力构件的布置基本均匀对称。 

8.2.5  钢结构民用房屋的最大高宽比不宜超过表 8.2.5 规定： 

表 8.2.5  钢结构民用房屋最大高宽比限值 

烈度 6、7 8 9 

最大高宽比 6.5 6.0 5.5 

注：塔形建筑的底部有大底盘时，高宽比可按大底盘以上计算。 

8.2.6  一、二级的钢结构房屋，宜设置偏心支撑、带竖缝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板、内藏钢支

撑钢筋混凝土墙板、屈曲约束支撑等消能支撑或筒体。 

采用框架结构时，甲、乙类建筑和高层的丙类建筑不应采用单跨框架，多层的丙类建筑

不宜采用单跨框架。 

注：本节“一、二、三、四级”即“抗震等级为一、二、三、四级”的简称。 

8.2.7  采用框架-支撑结构的钢结构房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撑框架在两个方向的布置均宜基本对称，支撑框架之间楼盖的长宽比不宜大于 3。 

2  三、四级且高度不大于 50m 的钢结构宜采用中心支撑，也可采用偏心支撑、屈曲约

束支撑等消能支撑。 

3  中心支撑框架宜采用交叉支撑，也可采用人字支撑或单斜杆支撑，不宜采用 K 形支

撑；支撑的轴线宜交汇于梁柱构件轴线的交点，偏离交点时的偏心距不应超过支撑杆件宽度，

并应计入由此产生的附加弯矩。当中心支撑采用只能受拉的单斜杆体系时，应同时设置不同

倾斜方向的两组斜杆，且每组中不同方向单斜杆的截面面积在水平方向的投影面积之差不应

大于 10%。 

4  偏心支撑框架的每根支撑应至少有一端与框架梁连接，并在支撑与梁交点和柱之间

或同一跨内另一支撑与梁交点之间形成消能梁段。 

5  采用屈曲约束支撑时，宜采用人字支撑、成对布置的单斜杆支撑等形式，不应采用

K 形或 X 形，支撑与柱的夹角宜在 35°～55°之间。 

8.2.8  钢结构房屋的地下室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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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地下室时，框架-支撑（抗震墙板）结构中竖向连续布置的支撑（抗震墙板）应

延伸至基础；钢框架柱应至少延伸至地下一层，其竖向荷载应直接传至基础。 

2  超过 50m 的钢结构房屋应设置地下室。 

8.2.9  框架柱的长细比， 一级不应大于 ay60 235 / f ，二级不应大于
ay80 235 / f ，三级不

应大于
ay100 235 / f ，四级时不应大于 ay120 235 / f 。 

8.2.10  框架梁、柱板件宽厚比，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相关规定。 

8.2.11  梁与柱的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梁与柱的连接宜采用柱贯通型。 

2  柱在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都与梁刚接时宜采用箱形截面，并在梁翼缘连接处设置隔

板；隔板采用电渣焊时，柱壁板厚度不宜小于 16mm，小于 16mm 时可改用工字形柱或采

用贯通式隔板。当柱仅在一个方向与梁刚接时，宜采用工字形截面，并将柱腹板置于刚接框

架平面内。 

3  工字形柱（绕强轴）和箱形柱与梁刚接时，柱在梁翼缘对应位置应设置横向加劲肋

（隔板），加劲肋（隔板）厚度不应小于梁翼缘厚度，强度与梁翼缘相同；一级和二级时，

宜采用能将塑性铰自梁端外移的端部扩大形连接、梁端加盖板或骨形连接。 

8.2.12  框架柱的接头距框架梁上方的距离，可取 1.3m 和柱净高一半二者的较小值。 

上下柱的对接接头应采用全熔透焊缝，柱拼接接头上下各 l00mm 范围内，工字形柱翼

缘与腹板间及箱型柱角部壁板间的焊缝，应采用全熔透焊缝。 

8.2.13  中心支撑和偏心支撑的杆件长细比和板件宽厚比限值应符合对应年限《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相关规定。 

8.2.14  砖女儿墙、门脸等非结构构件和突出屋面的小房间，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无拉结女儿墙和门脸等装饰物，当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低于 M2.5 且厚度为 240mm

时，其突出屋面高度，对整体性不良或非刚性结构的房屋不应大于 0.5m；对刚性结构房屋

的封闭女儿墙不宜大于 0.9m； 

2  出屋面的楼、电梯间和水箱间等小房间，8、9 度时墙体的砂浆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M2.5；门窗洞口不宜过大；预制屋盖与墙体应有连接； 

3  出屋面小烟囱在出入口或临街处应有防倒塌措施； 

4  挑檐、雨罩等悬挑构件应有足够的稳定性。 

8.3  大跨屋盖建筑 

8.3.1  本节适用于采用拱、平面桁架、立体桁架、网架、网壳、张弦梁、弦支穹顶等基本

形式及其组合而成的大跨度钢屋盖建筑。 

8.3.2  屋盖及其支承结构的选型和布置，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1  应能将屋盖的地震作用有效地传递到下部支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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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具有合理的刚度和承载力分布，屋盖及其支承的布置宜均匀对称。 

3  宜优先采用两个水平方向刚度均衡的空间传力体系。 

4  结构布置宜避免因局部削弱或突变形成薄弱部位，产生过大的内力、变形集中。对

于可能出现的薄弱部位，应采取措施提高其抗震能力。 

5  宜采用轻型屋面系统。 

6  下部支承结构应合理布置，避免使屋盖产生过大的地震扭转效应。 

8.3.3  屋盖体系的结构布置，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单向传力体系的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主结构（桁架、拱、张弦梁）间应设置可靠的支撑，保证垂直于主结构方向的水

平地震作用的有效传递； 

2）当桁架支座采用下弦节点支承时，应在支座间设置纵向桁架或采取其他可靠措施，

院止桁架在支座处发生平面外扭转。 

2  空间传力体系的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平面形状为矩形且三边支承一边开口的结构，其开口边应加强，保证足够的刚度。 

2）两向正交正放网架、双向张弦梁，应沿周边支座设置封闭的水平支撑； 

3）单层网壳应采用刚性节点。 

注：单向传力体系指平面拱、单向平面桁架、单向立体桁架、单向张弦梁等结构形式；空间传力体

系系指网架、网壳、双向立体桁架、双向张弦梁和弦支穹顶等结构形式。 

8.3.4  当屋盖分区域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时，交界区域的杆件和节点应加强；也可设置防

震缝，缝宽不宜小于 105mm。 

8.3.5  屋盖结构抗震分析的计算模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合理确定计算模型，屋盖与主要支承部位的连接假定应与构造相符。 

2  计算模型应计入屋盖结构与下部结构的协同作用。 

3  单向传力体系支撑构件的地震作用，宜按屋盖结构整体模型计算。 

4  张弦梁和弦支穹顶的地震作用计算模型，宜计入几何刚度的影响。 

8.3.6  屋盖钢结构和下部支承结构协同分析时，阻尼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下部支承结构为钢结构或屋盖直接支承在地面时，阻尼比可取 0.02。 

2  当下部支承结构为混凝土结构时，阻尼比可取 0.025～0.035。 

8.3.7  屋盖钢杆件的长细比，宜符合表 8.3.7 的规定： 

表 8.3.7  钢杆件的长细比限值 

杆件类型 受拉 受压 压弯 拉弯 

一般杆件 250 180 150 250 

关键杆件 200 150（120） 150（120） 200 

       注：1 括号内数值用于 8、9 度； 

         2 表列数据不适用于拉索等柔性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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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  屋盖构件节点的抗震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节点板连接各杆件时，节点板的厚度不宜小于连接杆件最大壁厚的 1.2 倍。 

2  采用相贯节点时，应将内力较大方向的杆件直通。直通杆件的壁厚不应小于焊于其

上各杆件昀壁厚。 

3  采用焊接球节点时，球体的壁厚不应小于相连杆件最大壁厚的 1.3 倍。 

4  杆件宜相交于节点中心。 

8.3.9  支座的抗震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荷载作用下不应先于杆件和其他节点破坏，也不得产

生不可忽略的变形。支座节点构造形式应传力可靠、连接简单，并符合计算假定。 

2  对于水平可滑动的支座，应保证屋盖在罕遇地震下的滑移不超出支承面，并应采取

限位措施。 

3  8、9 度时，多遇地震下只承受竖向压力的支座，宜采用拉压型构造。 

8.3.10  屋盖结构采用隔震及减震支座时，其性能参数、耐久性及相关构造应符合 GB50011

第 12 章的有关规定。 

8.3.11  屋面围护系统、吊顶及悬吊物等非结构构件应与结构可靠连接，其抗震措施应符合

GB50011 第 13 章的有关规定。 

8.3.12  检查建筑物的外观和内在质量，重点检查主体结构构件施工质量及损伤和变形情

况。 

1  节点部位的螺栓不应出现松动或者脱落，焊缝不应出现撕裂等缺陷；连接部位不应

有影响结构传力性能的缺陷； 

2  主体结构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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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木结构建筑 

9.1  一般规定 

9.1.1  本节主要适用于屋盖、楼盖以及支承柱均由木材制作的下列中、小型木结构： 

1  6～8度时，不超过二层的穿斗木构架、旧式木骨架和木柱木屋架房屋，单层的柁木

檩架房屋。 

2  9度时，不超过二层的穿斗木构架房屋和单层的旧式木骨架房屋，不包括木柱木屋架

和柁木檩架房屋。 

注：1 旧式木骨架房屋指由檩、柁（梁）、柱组成承重木骨架和砖围护墙的房屋； 

2 柁木檩架指农村中构件截面较小的木柁架； 

3 木柱和砖墙柱混合承重的房屋，砖砌体部分可按照本导则第6章的有关要求排查。 

9.1.2  抗震风险排查时，承重木构架、楼盖和屋盖的质量（品质）和连接、墙体与木构架

的连接、房屋所处场地条件的不利影响，应重点检查。 

9.1.3  木结构房屋以抗震构造排查为主，可不做抗震承载力验算。8、9 度时Ⅳ类场地的房

屋应适当提高抗震构造要求。 

9.1.4  木结构房屋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柱、梁（柁）、屋架、檩、椽、穿枋、龙骨等受力构件无明显的变形、歪扭、腐朽、

蚁蚀、影响受力的裂缝和庇病。 

2  木构件的节点无明显松动或拔榫。 

3  7度时，木构架倾斜不应超过木柱直径的1/3，8、9度时不应有歪闪。 

4  墙体无空臌、酥碱、歪闪和明显裂缝。 

9.1.5  木结构房屋抗震排查时，尚应按有关规定检查其地震时的防火问题。 

9.2  A 类木结构建筑 

9.2.1 旧式木骨架的布置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8度时，无廊厦的木构架，柱高不应超过3m，超过时木柱与柁（梁）应有斜撑连接；

9度时，木构架房屋应有前廊或兼有后厦（横向为三排柱或四排柱），檩下应有垫板和檩枋。 

2  构造形式应合理，不应有悠悬柁架或无后檐檩（图9.2.1-1a），瓜柱高于0.7m 的腊

钎瓜柱柁架（图9.2.1-1b）、柁与柱为榫接的五檩柁架（图9.2.1-1c）和无连接措施的接柁

（图9.2.1-1d）。 

3  木构件的常用截面尺寸宜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附录G 的规定。 

4  木柱的柱脚与砖墩连接时，墩的高度不宜大于300mm，且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2.5；

8、9度无横墙处的柱脚为拍巴掌榫墩接时，榫头处应有竖向连接铁件（图9.2.1-2）；9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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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木柱与柱础（基石）应有可靠连接。 

 

 

 

 

 

 

 

 

 

 

 

 

 

 

 

 

 

 

 

 

 

 
图 9.2.1-1 

 

 
图 9.2.1-2 拍巴掌榫墩接图 

 

5  通天柱与大梁榫接处、被楼层大梁间断的柱与梁相交处，均应有铁件连接。 

6  檩与椽、柁（梁），龙骨与大梁、楼板应钉牢；对接檩下应有替木或爬木，并与瓜

柱钉牢或为燕尾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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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檩在瓜柱上的支承长度，6、7度时不应小于60mm，8、9度时不应小于80mm。 

8  楼盖的木龙骨间应有剪刀撑，龙骨在大梁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80mm。 

9.2.2  木柱木屋架的布置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梁柱布置不应零乱，并宜有排山架。 

2  木屋架不应为无下弦的人字屋架。 

3  柱顶在两个方向均应有可靠连接；被木梁间断的木柱与梁应有铁件连接；8度时，木

柱上部与屋架的端部宜有角撑，多跨房屋的边跨为单坡时，中柱与屋架下弦间应有角撑或铁

件连接，角撑与木柱的夹角不宜小于30°，柱底与基础应有铁件锚固。 

4  柱顶宜有通长水平系杆，房屋两端的屋架间应有竖向支撑；房屋长度大于30m 时，

在中段且间隔不大于20m的柱间和屋架间均应有支撑；跨度小于9m 且有密铺木望板或房屋长

度小于25m 且呈四坡顶时，屋架间可无支撑。 

5  檩与椽和屋架，龙骨与大梁和楼板应钉牢；对接檩下方应有替木或爬木；对接檩在

屋架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60mm。 

6  木构件在墙上的支承长度，对屋架和楼盖大梁不应小于250mm，对接檩和木龙骨不应

小于120mm。 

7  屋面坡度超过30°时，瓦与屋盖应有拉结；座泥挂瓦的坡屋面，座泥厚度不宜大于

60mm。 

9.2.3  柁木檩架的布置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房屋的檐口高度，6、7度时不宜超过2.9m，8度时不宜超过2.7m。 

2  柁（梁）与柱之间应有斜撑；房屋宜有排山架，无排山架时山墙应有足够的承载能

力。 

3  瓜柱直径，6、7度时不宜小于120mm，8度时不宜小于140mm。 

4  檩与椽和柁（梁）应钉牢；对接檩下方应有替木或爬木，并与瓜柱钉牢或为燕尾榫。 

5  檩条支承在墙上时，檩下应有垫木或卧泥垫砖；檩在柁（梁）或墙上的最小支承长

度应符合表9.2.3 的规定。 

表9.2.3 檩在柁（梁）或墙上的最小支撑长度（mm） 

 

 

 

 

6  房屋的屋顶草泥（包括焦碴等）厚度，6、7度时不宜大于150mm，8度时不宜大于100mm。 

9.2.4  穿斗木构架在纵横两方向均应有穿枋，梁柱节点宜为银锭榫，木柱被榫槽减损的截

面面积不宜大于全截面的1/3；9 度时，纵向柱间在楼层内的穿枋不应少于两道且应有1～2 

道斜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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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轻质抗震墙指由承重木构架与斜撑、木隔墙等组成的抗侧力构架。 

9.2.5  旧式木骨架、木柱木屋架房屋的墙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厚度不小于240mm 的砖抗震横墙，其间距不应大于三个开间；6、7度时，有前廊的

单层木构架房屋，其间距可为五个开间。 

2  8度时，砖实心墙可为白灰砂浆或M0.4 砂浆砌筑，外整里碎砖墙的砂浆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M1；9度时，应为砂浆强度等级不低于M2.5 的砖实心墙。 

3  山墙与檩条、檐墙顶部与柱应有拉结。 

4  7度时墙高超过3.5m 和8、9度时，外墙沿柱高每隔1m与柱应有一道拉结；房屋的围

护墙，应在楼盖附近和檐口下每隔1m 与梁或木龙骨有一道拉结。 

5  用砂浆强度等级为M1 砌筑的厚度120mm、高度大于2.5m 且长度大于4.5m的后砌砖隔

墙，7、8度时高度大于3m 且长度大于5m的后砌砖隔墙和9度时的后砌砖隔墙，应沿墙高每隔

1m与木构架有钢筋或铅丝拉结；8、9度时墙顶尚应与柁（梁）拉结。 

6  空旷的木柱木屋架房屋，围护墙的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1，7 度时柱高大于4m 和

8、9 度时，墙顶应有闭合圈梁一道。 

9.2.6  柁木檩架房屋的墙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6、7 度时，抗震横墙间距不宜大于三个开间；8 度时，不宜大于二个开间。 

2  承重墙体内无烟道，防潮碱草不腐烂。 

3  土坯墙不应干码斗砌，泥浆应饱满；土筑墙不应有竖向施工通缝；表砖墙的表砖不

应斗砌。 

4  尽端三花山墙与排山架宜有拉结。 

9.2.7  穿斗木构架房屋的墙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6、7 度时，抗震横墙间距不宜大于五个开间，轻质抗震墙间距不宜大于四个开间；

8、9度时,砖墙或轻质抗震墙的间距不宜大于三个开间。 

2  抗震墙不应为干码斗砌的土坯墙或卵石、片石墙，土筑墙不应有竖向施工通缝；6、

7 度时,空斗砖墙和毛石墙的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1；8、9 度时，砖实心墙的砌筑砂

浆强度等级分别不应低于M0.4、M2.5。 

3  围护墙宜贴砌在木柱外侧或半包柱。 

4  土坯墙、土筑墙的高度大于2.5m 时，沿墙高每隔1m 与柱应有一道拉结；砖墙在7 度

时高度大于3.5m 和8、9 度时，沿墙高每隔1m 与柱应有一道拉结。 

5  轻质的围护墙、抗震墙应与木构架钉牢。 

9.2.8  康房的围护墙应与木构架钉牢。 

9.2.9  木结构房屋易损部位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房的挑阳台、外走廊、木楼梯的柱和梁等承重构件应与主体结构牢固连接。 

2  梁上、柁（排山柁除外）上或屋架腹杆间不应有砌筑的土坯、砖山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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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抹灰顶棚不应有明显的下垂；抹面层或墙面装饰不应松动、离臌；屋面瓦尤其是檐

口瓦不应有下滑。 

4  女儿墙、门脸等装饰和突出屋面小烟囱的构造，宜符合本标准第5.2.8 条第2 款的

有关规定。 

5  用砂浆强度等级为M0.4 砌筑的卡口围墙，其高度不宜超过4m，并应与主体结构有可

靠拉结。 

9.2.10  木结构房屋符合本节各项规定时，可评为满足抗震要求；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

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1  木构件腐朽、严重开裂而可能丧失承载能力。 

2  木构架的构造形式不合理。 

3  木构架的构件连接不牢或支承长度少于规定值的75%。 

4  墙体与木构架的连接或易损部位的构造不符合要求。 

9.3  B 类木结构结构建筑 

9.3.1  B 类木结构房屋的结构布置，除按A 类的要求检查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房屋的平面布置应避免拐角或突出；同一房屋不应采用木柱与砖柱或砖墙等混合承

重。 

2  木柱木屋架和穿斗木构架房屋不宜超过二层，总高度不宜超过6m；木柱木梁房屋宜

建单层，高度不宜超过3m。 

3  礼堂、剧院、粮仓等较大跨度的空旷房屋，宜采用四柱落地的三跨木排架。 

9.3.2  B 类木结构房屋的抗震构造，除按A 类的要求检查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木屋架屋盖的支撑布置，应符合本标准第8.3 节的有关规定的要求，但房屋两端的

屋架支撑，应设置在端开间。 

2  柱顶须有暗榫插入屋架下弦，并用U 形铁连接；8 度和9 度时，柱脚应采用铁件与

基础锚固。 

3  空旷房屋木柱与屋架（或梁）间应有斜撑；横隔墙较多的居住房屋在非抗震隔墙内

应有斜撑，穿斗木构架房屋可没有斜撑；斜撑宜为木夹板，并应通到屋架的上弦。 

4  穿斗木构架房屋的纵向应在木柱的上、下端设置穿枋，并应在每一纵向柱列间设置

1～2道斜撑。 

5  斜撑和屋盖支撑构件，均应采用螺栓与主体构件连接；除穿斗木构件外，其他木构

件宜为螺栓连接。 

6  围护墙应与木结构可靠拉结；土坯、砖等砌筑的围护墙宜贴砌在木柱外侧，不应将

木柱完全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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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场地、地基和基础抗震风险排查表 

工程名称：                                    产权单位：                                 

1．场地                                               

勘察报告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场地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场地影响  □有利  □不利  □危险  □不详 

□ 可不进行场地对建筑影响的评估 

   □ 设防烈度为 6度或 7度        □ 建造于对抗震有利地段 

□ 该建筑建造于危险地段，建议更新（迁移）或需专门研究。 

□ 该建筑建造于不利地段，需要进行场地对建筑物影响评估。 

2．地基和基础 

地基基础现状 

□ 上部结构无不均匀沉降裂缝和倾斜 

□ 虽有裂缝、倾斜但不严重且无发展趋势 

□ 静载下已出现严重缺陷。 

□ 地基基础可不进行抗震鉴定，因被排查建筑：   

□ 6度时各类建筑； 

□ 7度时，地基基础现状无严重静载缺陷的乙类建筑； 

□ 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内不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或严重不均匀土层的乙类建筑。 

□ 地基基础应进行抗震鉴定，因被排查建筑： 

□ 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饱和粉土； 

□ 静载下已出现严重缺陷。需同时审核其静载下的承载力。 

3．结论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排查人 

（签名） 
 

复核人 

（签名）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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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 A类砌体结构建筑抗震风险排查表 

工程名称：                                  产权单位：                                    

1. 基本情况 

设计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竣工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层数  设防烈度 

/类别 

原设计： 

建筑面积  建造时间  现要求： 

2. 上部主体结构 

总高度/层数 表 6.2.1 限值规定 6.2.1 □符合   □不符合  

外观质量 

1墙体不空臌、无严重酥碱和明显歪闪。 

2支承大梁、屋架的墙体无竖向裂缝，承重墙、自承重

墙及其交接处无明显裂缝。 

3木楼、屋盖构件无明显变形、腐朽、蚁蚀和严重开裂。 

4混凝土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和歪扭。 

6.1.2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结构体系 
抗震横墙间距和高宽比、平、立面和墙体布置、楼、屋

盖形式等 
6.2.2 □符合   □不符合  

砌体及材料 承重砌体及砖（砌块）和砂浆的质量现状 6.2.3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整体性 

连接构造 

墙体在平面内布置，纵墙承重房屋的圈梁布置，构造柱

设置情况等 
6.2.4 □符合   □不符合 

纵横墙交接处，楼、屋盖的连接，圈梁的布置和构造 6.2.5 □符合   □不符合  

易损易倒部位 

出入口或人流通道处的女儿墙和门脸，出屋面结构构

件，挑檐、雨罩等悬挑构件 
6.2.6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楼梯间的墙体，悬挑楼层、通长阳台或房屋尽端局部悬

挑阳台，过街楼的支承墙体，与独立承重砖柱相邻的承

重墙体 

6.2.7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现有结构构件的局部尺寸、支承长度和连接 6.2.8（1）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非结构构件 隔墙、无拉结女儿墙和门脸等装饰物 6.2.8（2）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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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更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进行过结构变更 

3.0.4 

□是    □否  

（1）建筑物变更由专业设计与施工； 

（2）变更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遭受灾害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遭受灾害（火灾、洪灾等） 

3.0.4 

□是    □否  

（1）由专业单位进行受损鉴定，且经过专业设计与施工；

（2）处理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3. 不符合情况汇总说明（含场地、地基与基础） 

 

4. 结 论 

□  该建筑符合 A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主体结构基本符合 A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不符合 A类建筑抗震要求。 

   建议：  □改变用途      □无加固价值，更新      □抗震加固 

□  该建筑需要进一步进行抗震鉴定。 

    【备注：在选项“□”内打“√”】 

排查人 

（签名） 
 

复核人 

（签名）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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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2） B类砌体结构建筑抗震风险排查表 

工程名称：                                  产权单位：                                    

1. 基本情况 

设计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竣工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层数  设防烈度 

/类别 

原设计： 

建筑面积  建造时间  现要求： 

2. 上部主体结构 

总高度/层数 
总高度、层数应符合表 6.3.1限值规定； 

层高应符合 6.3.2 规定。 

6.3.1 

6.3.2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外观质量 

1墙体不空臌、无严重酥碱和明显歪闪。 

2支承大梁、屋架的墙体无竖向裂缝，承重墙、自承重

墙及其交接处无明显裂缝。 

3木楼、屋盖构件无明显变形、腐朽、蚁蚀和严重开裂。 

4混凝土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和歪扭。 

6.1.2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结构体系 

抗震横墙最大间距；高宽比；纵横墙的布置，同一轴线

上的窗间墙宽度；防震缝；楼梯间位置；楼盖、屋盖形

式；同一结构单元的基础；跨度不小于 6m 的大梁支承

方式等 

6.3.3 □符合   □不符合 

砌体及材料 
砖（砌块）和砂浆设计强度等级；承重砌体及砖（砌块）

和砂浆的质量现状。 
6.3.4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整体性 

连接构造 

墙体在平面内布置，构造柱或芯柱，圈梁的布置与配筋，

楼、屋盖及其与墙体的连接等 
6.3.5 □符合   □不符合 

构造柱（或芯柱）、圈梁的构造与配筋 
6.3.6 

6.3.7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砌块房屋墙体交接处或芯柱、构造柱与墙体连接处 6.3.8 □符合   □不符合 

房屋的楼、屋盖与墙体的连接 6.3.9 □符合   □不符合 

易损易倒部位 
后砌的非承重砌体隔墙，门窗洞处过梁，房屋中砌体墙

段实际的局部尺寸 
6.3.10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楼梯间 

顶层楼梯间横墙和外墙连接，其他各层楼梯间墙体；楼

梯间及门厅内墙阳角处的大梁支承长度；突出屋面的楼梯

间、电梯间；装配式楼梯段。 

6.3.11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非结构构件 
预制阳台与圈梁和楼板的连接； 钢筋混凝土预制挑檐应

有锚固；附墙烟囱及出屋面的烟囱应有竖向配筋。 
6.3.10（2）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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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更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进行过结构变更 

3.0.4 

 □是     □否 

（1）建筑物变更由专业设计与施工； 

（2）变更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遭受灾害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遭受灾害（火灾、洪灾等） 

3.0.4 

 □是    □否 

（1）由专业单位进行受损鉴定，且经过专业设计与施工；

（2）处理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施工图 

审查情况 

  A 通过审查 

  B未经审查 
4.0.3  □A   □B   □不详 

3. 不符合情况汇总说明（含场地、地基与基础） 

 

4. 结 论 

□  该建筑符合 B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主体结构基本符合 B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不符合 B类建筑抗震要求。 

   建议：  □改变用途      □无加固价值，更新      □抗震加固 

□  该建筑需要进一步进行抗震鉴定。 

    【备注：在选项“□”内打“√”】 

排查人 

（签名） 
 

复核人 

（签名）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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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 A类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抗震风险排查表 

工程名称：                                  产权单位：                                    

1. 基本情况 

设计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竣工验收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层数  设防烈度 

/类别 

原设计： 

建筑面积  建造时间  现要求： 

2. 上部主体结构 

总高度/层数 总层数不应超过 10层。 7.1.3 □符合   □不符合 

外观质量 

（1）梁、柱及节点的混凝土仅有微小开裂或局部剥落，

钢筋无露筋、锈蚀。 

（2）填充墙无明显开裂或与框架脱开。 

（3）主体结构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7.1.4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结构体系 
结构形式，体系规则性，抗震墙之间无大洞口的楼盖、

屋盖的长宽比，抗侧力黏土砖填充墙平均间距等 
7.2.1 □符合   □不符合 

梁、柱、墙 

混凝土 

梁、柱、墙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梁、柱、墙混凝土的

质量现状。 
7.2.2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框架部分 

框架梁钢筋配置及构造 7.2.3 □符合   □不符合 

框架柱钢筋配置及构造、柱轴压比等 7.2.4 □符合   □不符合 

抗震墙部分 墙板配筋与构造 7.2.5 □符合   □不符合 

框架结构 

与山墙 
山墙应有钢筋混凝土壁柱与框架梁可靠连接。 7.2.6 □符合   □不符合 

填充墙等 填充墙等与主体结构的连接 7.2.7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非结构构件 砖女儿墙、门脸等非结构构件和突出屋面的小房间 7.1.5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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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更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进行过结构变更 

3.0.4 

□是    □否  

（1）建筑物加固改造由专业设计与施工； 

（2）变更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遭受灾害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遭受灾害（火灾、洪灾等） 

3.0.4 

□是    □否 

（1）由专业单位进行受损鉴定，且经过专业设计与施工；

（2）处理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3. 不符合情况汇总说明（含场地、地基与基础） 

 

4. 结 论 

□  该建筑符合 A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主体结构基本符合 A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不符合 A类建筑抗震要求。 

   建议：  □改变用途      □无加固价值，更新      □抗震加固 

□  该建筑需要进一步进行抗震鉴定。 

    【备注：在选项“□”内打“√”】 

排查人 

（签名） 
 

复核人 

（签名）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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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2） B类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抗震风险排查表 

工程名称：                                  产权单位：                                    

1. 基本情况 

设计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竣工验收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层数  设防烈度 

/类别 

原设计： 

建筑面积  建造时间  现要求： 

2. 上部主体结构 

总高度/层数 表 7.1.3 要求 7.1.3 □符合   □不符合 

外观质量 

（1）梁、柱及节点的混凝土仅有微小开裂或局部剥落，

钢筋无露筋、锈蚀。 

（2）填充墙无明显开裂或与框架脱开。 

（3）主体结构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7.1.4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抗震等级 表 7.3.1 规定 7.3.1 □符合   □不符合 

结构体系 结构形式，结构布置，体系规则性等 7.3.2 □符合   □不符合 

梁、柱、墙 

混凝土 

梁、柱、墙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梁、柱、墙混凝土的

质量现状。 
7.3.3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框架部分 

框架梁钢筋配置及构造 7.3.4 □符合   □不符合 

框架柱钢筋配置及构造 7.3.5 □符合   □不符合 

梁柱节点钢筋配置及构造 7.3.6 □符合   □不符合 

抗震墙部分 墙板配筋与构造 7.3.7 □符合   □不符合 

填充墙 填充墙布置，与主体结构连接，等 7.3.8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非结构构件 砖女儿墙、门脸等非结构构件和突出屋面的小房间 7.1.5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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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更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进行过结构变更 

3.0.4 

□是    □否  

（1）建筑物变更应由专业设计与施工； 

（2）变更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遭受灾害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遭受灾害（火灾、洪灾等） 

3.0.4 

□是    □否 

（1）由专业单位进行受损鉴定，且经过专业设计与施工；

（2）处理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施工图 

审查情况 

  A 通过审查 

  B未经审查 
4.0.3   □A  □B  □不详 

3. 不符合情况汇总说明（含场地、地基与基础） 

 

4. 结 论 

□  该建筑符合 B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主体结构基本符合 B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不符合 B类建筑抗震要求。 

   建议：  □改变用途      □无加固价值，更新      □抗震加固 

□  该建筑需要进一步进行抗震鉴定。 

     【备注：在选项“□”内打“√”】 

排查人 

（签名） 
 

复核人 

（签名）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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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1） 多层和高层钢结构建筑抗震风险排查表 

工程名称：                                  产权单位：                                    

1. 基本情况 

设计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竣工验收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层数  设防烈度 

/类别 

原设计： 

建筑面积  建造时间  现要求： 

2. 上部主体结构 

总高度 表 8.2.2 相关规定 8.2.2 □符合   □不符合 

外观质量 

1 梁、柱及节点主要受力部位的螺栓不应出现松动或者

脱落，焊缝不应出现撕裂等缺陷；连接部位不应有影响

结构传力性能的缺陷； 

2 主体结构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3 填充墙无明显开裂或与框架脱开。 

8.1.4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结构体系 结构形式，体系规则性，房屋高宽比，地下室设置等 

8.2.3 

8.2.4 

8.2.5 

8.2.6 

8.2.8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框架部分 
框架柱的长细比，框架梁、柱板件宽厚比，梁柱连接构

造，框架柱接头等 

8.2.9 

8.2.10 

8.2.11 

8.2.12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框架-支撑 

结构 
支撑的设置，支撑长细比、板件宽厚比 

8.2.7 

8.2.13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框架结构 

与山墙 
山墙应有钢筋混凝土壁柱与框架梁可靠连接。 8.1.4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填充墙等 填充墙等与主体结构的连接。 8.1.4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非结构构件 砖女儿墙、门脸等非结构构件和突出屋面的小房间。 8.2.14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46 
 



结构变更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进行过结构变更 

3.0.4 

□是    □否 

（1）建筑物变更由专业设计与施工； 

（2）变更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遭受灾害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遭受灾害（火灾、洪灾等） 

3.0.4 

□是   □否  

（1）由专业单位进行受损鉴定，且经过专业设计与施工；

（2）处理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3. 不符合情况汇总说明（含场地、地基与基础） 

 

4. 结 论 

□  该建筑符合多层和高层钢结构房屋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主体结构基本符合多层和高层钢结构房屋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不符合多层和高层钢结构房屋建筑抗震要求。 

    建议：  □改变用途      □无加固价值，更新      □抗震加固 

□  该建筑需进一步进行抗震鉴定。 

    【备注：在选项□内打“√”】 

排查人 

（签名） 
 

复核人 

（签名）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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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2） 大跨屋盖建筑抗震风险排查表 

工程名称：                                  产权单位：                                    

1. 基本情况 

设计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竣工验收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层数  设防烈度 

/类别 

原设计： 

建筑面积  建造时间  现要求： 

2. 上部主体结构 

外观质量 

1 节点部位的螺栓不应出现松动或者脱落，焊缝不应出

现撕裂等缺陷；连接部位不应有影响结构传力性能的缺

陷； 

2 主体结构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8.3.12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结构体系 屋盖及其支承结构的选型和布置，屋盖体系结构布置 
8.3.2 

8.3.3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不同结构形式 
屋盖分区域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时，交界区域的杆件节

点应加强；也可采用防震缝，缝宽不宜小于 105mm。 
8.3.4 □符合   □不符合 

结构分析 抗震分析计算模型，协同分析时的阻尼比等 
8.3.5 

8.3.6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钢杆件长细比 屋盖钢杆件的长细比 8.3.7 □符合   □不符合 

节点 屋盖构件节点抗震构造。 8.3.8 □符合   □不符合 

支座 支座抗震构造，隔震减震支座 
8.3.9 

8.3.10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非结构构件 屋面维护系统、吊顶及悬吊物等 8.3.11 
□符合   □不符合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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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更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进行过结构变更 

3.0.4 

□是    □否  

（1）建筑物变更由专业设计与施工； 

（2）变更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遭受灾害 

情    况 

建筑物使用期内是否曾遭受灾害（火灾、洪灾等） 

3.0.4 

□是    □否  

（1）由专业单位进行受损鉴定，且经过专业设计与施工；

（2）处理后的结构应符合上述相关条款的要求，或已采

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详 

 

3. 不符合情况汇总说明（含场地、地基与基础） 

 

4. 结 论 

□  该建筑符合多层和高层钢结构房屋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主体结构基本符合多层和高层钢结构房屋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不符合多层和高层钢结构房屋建筑抗震要求。 

    建议：  □改变用途      □无加固价值，更新      □抗震加固 

□  该建筑需进一步进行抗震鉴定。 

    【备注：在选项□内打“√”】 

排查人 

（签名） 
 

复核人 

（签名）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49 
 



附表五  木结构建筑抗震风险排查表 

 

工程名称：                          产权单位：                                

一般规定 

本鉴定表适用于 8度及以下地区穿斗木构架、木柱木屋架和木柱木梁等房屋。 

设计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竣工验收资料 □有  □无  □有，但未能提供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层数  设防烈度 

/类别 

原设计： 

建筑面积  建造时间  现要求： 

A类木结构建筑应排查内容 

外观和 

内在质量 

柱、梁（柁）、屋架、檩、椽、穿枋、龙骨等受力构件无明显的

变形、歪扭、腐朽、蚁蚀、影响受力的裂缝和庇病。 
□符合   □不符合 

木构件的节点无明显松动或拔榫。 □符合   □不符合 

木构架无倾斜或歪闪。 □符合   □不符合 

墙体无空臌、酥碱、歪闪和明显裂缝。 □符合   □不符合 

整体布置和构造 

山墙应设置端屋架（木梁），不得采用硬山搁檩。 □符合   □不符合 

同一房屋是否采用木柱与砖柱或砖墙等混合承重。 □符合   □不符合 

房屋端开间是否有屋架支撑。 □符合   □不符合 

穿斗木构架房屋的横向和纵向均应在木柱的上、下柱端和楼层下部设置穿枋，并

应在每一纵向柱列间设置 1～2 道剪刀撑或斜撑。 
□符合   □不符合 

木柱木屋架和木柱木梁房屋应在木柱与屋架(或梁)间设置斜撑；横隔墙较多的居

住房屋应在非抗震隔墙内设斜撑；斜撑宜采用木夹板，并应通到屋架的上弦。 
□符合   □不符合 

围护墙是否与木结构可靠拉结。 □符合   □不符合 

围护墙是否贴砌在木柱外侧。 □符合   □不符合 

房屋易局部倒塌部位及连接 

楼房的挑阳台、外走廊、木楼梯的柱和梁等承重构件是否与主体结构牢固连接。 □符合   □不符合 

抹灰顶棚是否有明显的下垂。 □符合   □不符合 

抹面层或墙面装饰是否有松动、离臌。 □符合   □不符合 

屋面瓦尤其是檐口瓦是否有下滑。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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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木结构建筑尚应排查内容 

结构布置 

房屋的平面布置应避免拐角或突出；同一房屋不应采用木柱与砖

柱或砖墙等混合承重。 
□符合   □不符合 

木柱木屋架和穿斗木构架房屋不宜超过二层，总高度不宜超过

6m；木柱木梁房屋宜建单层，高度不宜超过 3m。 
□符合   □不符合 

礼堂、剧院、粮仓等较大跨度的空旷房屋，宜采用四柱落地的三

跨木排架。 
□符合   □不符合 

抗震构造 

木屋架屋盖的支撑布置，应符合本标准第8.3 节的有关规定的要

求，但房屋两端的屋架支撑，应设置在端开间。 
□符合   □不符合 

柱顶须有暗榫插入屋架下弦，并用 U 形铁连接；8 度和 9 度时，

柱脚应采用铁件与基础锚固。 
□符合   □不符合 

空旷房屋木柱与屋架（或梁）间应有斜撑；横隔墙较多的居住房

屋在非抗震隔墙内应有斜撑，穿斗木构架房屋可没有斜撑；斜撑

宜为木夹板，并应通到屋架的上弦。 

□符合   □不符合 

穿斗木构架房屋的纵向应在木柱的上、下端设置穿枋，并应在每

一纵向柱列间设置 1～2道斜撑。 
□符合   □不符合 

斜撑和屋盖支撑构件，均应采用螺栓与主体构件连接；除穿斗木

构件外，其他木构件宜为螺栓连接。 
□符合   □不符合 

围护墙应与木结构可靠拉结；土坯、砖等砌筑的围护墙宜贴砌在

木柱外侧，不应将木柱完全包裹。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情况汇总说明（含场地、地基与基础） 

 

 结 论 

□  该建筑符合       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主体结构基本符合       类建筑抗震要求。 

□  该建筑不符合        类建筑抗震要求。 

    建议：  □改变用途      □无加固价值，更新      □抗震加固 

□  该建筑需要进一步进行抗震鉴定。 

 【备注：在选项“□”内打“√”    在  “    ”上填“A”或“B”】 

排查人 

（签名） 
 

复核人 

（签名）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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