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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分析
苑东亮,赵一帆

河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 针对传统的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存在着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时间较长、评估系数与实际抗倒塌能力系数偏

差较大等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等效单自由度的高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考虑 P-Δ效应对高

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的影响，构建了 P-Δ效应的等效单自由度模型，根据该模型获取边坡结构侧移与结

构顶点位移，用于构建运动微分方程，对其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计算；对计算结果进行转换，构建等效单自由度体系，

计算边坡结构不同周期延性需求，获取边坡结构延性需求谱，计算延性需求谱对应等效周期，在等效周期内对建筑

边坡结构抗地震倒塌能力进行评估。实验结果证明，所提模型可以快速、精确地对建筑边坡结构抗地震倒塌能力进

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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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valuation Model of Earthquake Resistance Collapse
of High-rise Building Site Slope
YUAN Dong-liang, ZHAO Yi-f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traditional anti-seismic collapse ability evaluation model,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ng
evaluation time of earthquake collapse ability, large deviation between evaluation coefficient and actual anti-collapse
capability coefficient, and a seismic high-rise building site slope based on equivalent 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is proposed.
Collapse ability assessment model.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P-Δ effect on the seismic collapse resistance of high-rise
building site slope, the equivalent single-degree-of-freedom model of P-Δ effect i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model, the
lateral displacement of the slope structure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structure vertex are obtained, which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motion.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relevant parameters of the equivalent
single-degree-of-freedom model. The equivalent single-degree-of-freedom system is constructed by transforming,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t periodic ducti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slope structure, obtaining the ductility demand spectrum of the slope
structure, and calculating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ductility demand spectrum. The effectiveness cycle evaluates the seismic
collapse resistance of the building slope structure during the equivalent perio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can quickly and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seismic collapse resistance of building slope structures.
Keywords: High-rise builiding; earthquake resistance; evaluation model

地震危害时有发生，而地震中发生倒塌，会造成很严重的生命损害[1]，针对大型的建筑抗地震

倒塌能力研究已成为当今社会研究的焦点[2]，而传统的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单纯的从总体角度

进行考察，得到的结果比较粗糙，不能精确的反映出高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引起了专

家学者们广泛关注，并研究出很多好的方法。

文献[3]提出一种基于 ANSYS 的高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通过有限元软件

ANSYS构建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空间计算模型，分析了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结构动力特性。运用非线性

时程分析法计算边坡结构在 40年超越概率 15%和 5%两种地震水平作用下的地震响应，并依据边坡

结构的能力需求评估该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该模型给出的评估系数与实际抗倒塌能力系数偏差较

大。文献[4]提出了一种基于 RC框架结构的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分析边坡结构抗弯承载力与

弯曲屈服相应的剪力以及受剪承载力比等参数对结构抗倒塌能力的影响，并分

析了这三者对边坡结构抗倒塌性能影响的相关性，结合此特性构建了边坡结构抗倒塌能力评估模型。

该模型对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所需要的时间较长。文献[5]提出一种脉冲型地震动作用下边坡结构抗

倒塌能力评估模型。以非线性有限元软件为仿真平台，选择多条有明显脉冲的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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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地震动记录，以边坡结构基准周期相应谱加速度为强度评价指标调整原始边坡结构震动记录；并

对边坡结构进行增量动力分析，同时统计增量动力分析结果，根据其结果评估边坡结构的抗震倒塌

能力。该模型对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的效率较低。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等效单自由度的高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实

验结果表明，所提评估模型具有评估时间较短、评估系数与实际抗倒塌能力系数偏差较小的优势。

1 边坡抗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

1.1 创建等效单自由度模型及相关参数分析

考虑 P-Δ效应对高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的影响，构建了 P-Δ效应的等效单自由度模

型。根据该模型构建边坡结构运动微分方程，具体过程如下式： 0-Mx q M Ix   (1)
上式中：M代表建筑场地的边坡矩阵质量；I代表建筑场地的边坡结构的单位；q为边坡结构恢

复力向量； x为加速度参数； 0x 为建筑场地地面运动的加速度。则边坡结构运动微分方程：

0
     L D q L x (2)

上式中：L*表示边坡位移长度；D代表边坡结构的等效位移；q*表示建筑场地边坡结构的等效力。

则等效单自由度体系的等效周期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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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等效单自由度体系，考虑与不考虑 p-效应的屈服强度 q*yp和 q*y0间的关系为：

 0 1yp y cq q    (4)
上式中：θc代表弹性稳定函数。

由上式中可得到考虑 p-效应后的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的等效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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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T0表示不考虑 p-效应的的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的等效周期。

运用弹性稳定参数θc和非弹性稳定参数θi的大小来反应 p-效应对等效单自由度体系的影响，在

其θc与θi范围内，该体系中的推覆曲线的转角不同。正常情况下，θi比θc大。在推覆曲线上运用同样

弹性稳定参数的方法，降低了 p-效应对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的等效周期的影响，因此要考虑 p-效应

影响同时，在推覆曲线上建立一条辅助曲线，转角为θa曲线绘制基本过程为：

（1）设实际曲线与辅助曲线确定的屈服强度相等，具体公式为：  0 1yp y cq q    (6)
（2）考虑 p-效应，由辅助曲线与原结构框架曲线所得的屈服刚度相等，即：

   0 0s i sa a ak k       (7)
（3）辅助曲线的硬化系数αsa与原结构框架曲线硬化系数αs0相同：αsa=αs0 (8)
如原边坡结构框架曲线的硬化系数很小，设定屈服后的曲线斜度与原边坡结构框架曲线斜度相

同，得到修正后的等效单自由度体系。具体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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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单自由度体系辅助曲线能够在其模型的分析过程中直接使用相关系数，对等效单自由度体

系计算过程中，将θa作为滞回曲线的转角。

1.2 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

根据已获得的自由度模型相关参数，将其转化为等效单自由度体系，通过自由度模型，对相应

的多自由度体系的反应与抗震性能进行评估。

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结构地震抗倒塌能力的评估本质为判断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结构的抗倒塌能力

与地震等级之间的关系。当能力大于需求时，这时满足抗倒塌能力的需求，从结构延性的角度出发，

将结构延性性能与需求的关系相结合，对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结构抗倒塌能力进行有效评估，具体过

程如下式：    
2

22 , g
a

RF t
S

              (10)



·120·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0卷

上式中：代表边坡结构延性反应系数；=u/uy代表位移 u和屈服位移 uy之比； / yu u   代

表归一化速度； / yu u   代表加速度；代表边坡结构圆频率；代表阻尼比； F 代表关于屈

服荷载的统一恢复力； / yF F F 代表边坡结构恢复力模型；Sa代表加速度反应谱；R代表高层建

筑场地边坡结构强度折减系数。

通过上述过程获取的等效单自由度体系的各项参数，直接获取延性需求谱对应的等效周期 T*的
结构延性需求*，具体过程如下式：*=**r (11)

根据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结构的延性需求谱分别求得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结构体系的顶点位移

1=*与最大层间延性需求max=*。
综上所述，将高层建筑场地边坡结构转化为考虑能力储备的等效单自由度体系，结合结构延性

需求谱，对高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进行评估。具体公式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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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仿真实验证明

为验证所提高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的综合有效性，进行仿真实验，实验环

境为：Intel(R)Core(TM)i5-3470 CPU 3.20 GHz，8 GB内存的 PC机，通过MATLAB 7.6编程实现。

实验过程中，选取文献[3]模型、文献[4]模型与所提模型进行评估时间（s）对比（图 1）。

由图 1可知，当实验次数小于 10次时，三种评估模型评估时间差距较小，但随着实验次数的不

断增加，三种评估模型评估时间逐渐拉开差距，当实验次数增加到 50次时，所提评估模型的评估时

间为 21 s，文献[4]评估模型为 79 s，此时文献[4]评估模型与所提评估模型的评估时间相差最大，为

58 s。因此，所提模型在抗地震倒塌能力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能。

为了进一步验证所提方法的综合有效性，将所提模型与文献[3]评估模型、文献[4]评估模型的边

坡结构强度折减系数与真实结果进行对比，其中，边坡结构强度折减系数单位为常数（图 2）。

由图 2可以看出，文献[3]模型评估的强度折减系数与实际结果相差最大，当实验次数为 15次时，

所提模型强度折减系数为 0.48，文献[3]模型评估的强度折减系数为 0.36，此时文献[3]模型给出的评

估结果首次与实际结果较为接近，随着试验次数的不断增加，文献[3]模型评估的强度折减系数与实

际评估结果差距越来越大，而所提模型评估的强度折减系数更贴近实际，说明评估结果精度更高。

3 结 语

针对传统的抗地震倒塌能力模型的评估时间较长、评估系数与实际抗倒塌能力系数偏差较大等

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高层建筑场地边坡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模型。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模型与传

统模型相比，所提模型对抗地震倒塌能力的评估时间较短、评估系数与实际抗倒塌能力系数偏差较

小，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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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模型抗地震倒塌能力评估时间对比
Fig.1 Contrast of assessment times for

earthquake-resistant collapse of different models

图 2 不同模型的强度折减系数对比
Fig.2 Contrast of strength reduction

factors of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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