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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计难点主要体现在楼层荷载大，地震作用大；底层层高高形成薄弱层；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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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不规则。以具体工程 2 个结构计算模型进行对比分析，阐明地面以下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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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框架柱设置成柱墩的结构计算模型比较合理，整体计算指标及柱配筋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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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同时介绍了数据中心平面特点、柱墩构造方法及模型计算关键性参数。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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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烈度区此类工程项目提供一套框架结构计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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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iculti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rge floor load，the role of large earthquakes，the formation of high-level weak layer，the floor irregular.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structural calculation models of the actual project，the
structural calculation model that the frame column is set as the column pier under the ground to the basic scope is reasonable，
and the overall calculation index and column reinforcement are reasonable. Meanwhile，it describes the data center plane characteristics，column pier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model calculation of key parameters. Finally，a set of structural calculation
solutions for such projects in high-intensity areas will b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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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通信行业蓬勃发展，相关企
业对数据中心需求越来越多，数据中心布局也遍及全
国各地；同时通信设备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单

下特点。

a）数据中心建筑一般为多层建筑，建筑平面应具

有大空间，标准层建筑面积宜控制在 3 000 m2 左右；结

合上述特点，
一般应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类型。

b）数据中心建筑设备自重大，吊挂管线重量大，

设备功耗大、自重大，对机房结构承载能力要求越来

增加结构整体质量，相应增加结构在地震工况下的地

越高。机房网络安全运行关系到国家及企业的重大

震作用。结构设计中，设备作为活荷载考虑，但基于通

社会效益及经济利益，结构抗震设防等级要求较高，

信设备投产后使用周期较长，所有楼层满负荷运行，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2008）和
《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
（YD 5003-2014）明确判定
一般情况数据中心建筑应按照重点设防类进行设

防。数据中心建设应服务于工艺需求，结合其电源系
统、空调系统和工艺系统方案，建筑结构设计具有以
——————————
收稿日期：2017-11-06

YD 5003-2014 有明确规定，活荷载组合值系数取 0.9，
重力荷载代表值中组合值系数取 0.8，基础和柱承载力

计算时楼层折减系数取 1.0；因此导致楼层质量大，数
据中心结构所受到的地震作用相对于同规模民用建筑
大，民用建筑的设计经验不完全适用。

c）数据中心建筑层高高、大空间。根据工艺要

求，一层层高一般为 7.0 m，二层及以上标准层层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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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为 5.1 m；同时建筑平面应分区域形成较大空间。导

第三组，设计加速度为 0.20 g，本建筑场地类为Ⅲ类，

竖向抗侧力构件数量不多。

软土震陷影响。根据《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场地特征周期 0.65 s，本场地土可不考虑地震液化和

致抗侧力构件计算长度大，线刚度小；柱网间距较大，
d）数据中心机房内楼板降标高。根据工艺要求，

50223-2008），该工程 IDC 机房为重点设防类（乙类），

机房内空调地板下送风，机房内楼板降高度 800 mm 左

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按基本设防烈度 8 度（0.20 g）进
行抗震计算，按基本设防烈度 9 度采取抗震措施，框架

右；
导致地震作用下水平抗侧力构件传力不连续。

因此相对于普通民用建筑结构，数据中心结构在

结构抗震等级为一级。

抗震计算分析时更加不利。7 度及以下抗震设防烈度

2 结构计算

下，结构计算分析仍能够实现主要计算指标合理，但 8
度及以上抗震设防烈度下，框架结构位移角及位移比
难以满足规范要求；
且框架柱截面过大，影响机房设备
布置，现场观感较差，同时结构抗震计算分析具有很大

数据中心结构抗震计算分析时，楼面活荷载按照

《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
（YD 5003-2014）中结构楼

难度。本文结合工程实例，研究高烈度区数据中心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抗震设计，提供高烈度区框架

面均布活荷载表中主梁荷载取定，采用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编制的 PKPM2010-V3.1 内 SATWE 模块进行计
算。为保证结构体系的安全性、经济性及有效性，该工

结构建模抗震计算的一种解决方案。

程建立 2 个模型进行计算分析，
并对其结果进行对比。

1 工程概况

顶，一层高 8.6 m，二、三层高 5.3 m，四层层高 4.8 m，计

第一种模型，承台顶标高-1.8 m，计算模型嵌固在承台

某数据中心工程位于云南省玉溪市，为一栋单体

建筑，建筑面积 11 000 m ，总建筑高度 23.1 m，地上 4
2

层，一层层高 6.8 m，二、三层层高 5.3 m，四层层高 4.8
m，机房内降板 800 mm，主要轴网 8.7 m×8.4（8.1）m，外
轮廓尺寸 61.0 m×42.7 m。结构类型选用钢筋混凝土

框架结构，基础为预应力管桩加承台基础，承台标高
-1.8 m（相对于正负 0.00 m），
数据中心剖面见图 1。

建筑场地基本设防烈度为 8 度，设计地震分组为

算结果显示结构位移角超规范限值要求，一层刚度比

和楼层受剪承载力比值结果判定结构竖向不规则，计
算时对薄弱层地震内力放大，导致目前柱截面（1.4 m×
1.4 m）超限，
柱截面十分不合理，影响空间利用。

第二种模型，嵌固位置在-0.1 m 标高处，一层层高

6.9 m，二、三层层高 5.3 m，四层层高 4.8 m，计算结果显

示结构位移角满足规范限值要求，层刚度比和楼层受
剪承载力比结果判定结构竖向规则，未形成薄弱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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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楼层地震内力放大，利于结构计算。

关键。本文通过高烈度区数据中心实际工程设计经

该工程第一种模型是针对数据中心建筑特点建立
的。数据中心一层平面左侧布置冷冻站，中间布置变
配电时，右侧布置机房；冷冻站地面标高-0.3 m，变配

电室内沟槽深度-0.8 m，机房地面标高-0.8 m，因此数

据中心项目基础梁最大标高只能设置在-0.8 m；同时

该工程采用桩基础，桩基承台顶标高-1.8 m 比较经济
适用，为避免在同一标高范围附近设置基础梁和承台

拉梁，建立第一种模型。基于第一种模型同时建立了

双层梁模型进行对比计算，底层高度 7.6（6.8+0.8）m，
该模型计算结果指标仍不能满足规范要求。

因此，该工程建立了第二种计算模型，减小底层柱

的计算高度，嵌固位置在-0.1 m。为现在-0.1 m 标高
处实现嵌固，-0.1~-1.8 m 标高范围内框架柱采用截面
1.5 m×1.5 m，形成刚性柱墩；
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框架柱

位置设置 300 mm 厚，2.0 m 长剪力墙，提高抗侧刚度。

冷冻站内柱墩高度-0.3 m，电力室内柱墩高度-0.1 m，
机房内柱墩高度-0.1 m，这样的设计不影响沟槽的设

置及机房内空间的利用，同时能够解决底层柱计算高

度过大的问题，
整体结构计算结果指标合理（见表 1）。
表1

楼层承
方 向 载力比
Min
X
Y

1.16
1.16

计算结果指标

楼层剪
重比/%

双向地震

规定水平力+
偶然偏心

罕遇地震下
薄弱层

Min

最大位移角

最大位移比

最大位移角

12.99

1/559
1/567

1.26

1/56

12.99

1.07

1/56

高烈度区数据中心抗震设计计算难度较大，应进
行包络设计。针对第二种计算模型，建立辅助模型进
行计算。辅助模型中增加柱墩层，基础嵌固位置选择
在承台顶，进行整体指标和结构构件承载力计算结果
的包络设计。该工程模型计算柱墩与底层柱侧移刚度

比值大于 5，结合设置刚性地面构造做法，判定嵌固位
置设置在-0.1 m 标高处的计算模型合理，第二种模型
及辅助模型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采用 2 个模型结构

构件承载力配筋计算结果进行包络设计，能够满足工
程需要，保证高烈度地区数据中心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体系抗震设计的安全性和合理性。

3 结构设计问题分析
该工程数据中心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通过表 1 可以发现，第二种模型计算结果基本满足规
范要求，因此在计算过程中，模型计算参数的调整比较

验，不仅提出上述抗震设计思路，并分析总结以下几点
建模及关键参数设置经验。

3.1 平面不规则
数据中心机房区域结构降板 800 mm，结构水平传
力不连续，且楼层机房面积占比远超楼层 30%比例要
求，导致平面不规则。
《建筑物抗震构造详图》中对楼面错层定义如下：
a）楼面错层高度 h0 大于相邻高侧的梁高 h1 时，为
楼面错层。
b）两侧楼板横向用同一钢筋混凝土梁相连，但楼
板间垂直净距 h2 大于支承梁宽 1.5 倍时，
为楼面错层。
c）当两侧楼板横向用同一根梁相连，虽然 h2<1.5
b，
但纵向梁净距（h0-h1）>b 时，为楼面错层。
该工程机房内降板 800 mm，应增大周边楼板厚度
到 140 mm，增大周边梁宽度及高度，增大后梁截面为
450 mm×1 200 mm，避免判定为楼面错层。在结构计
算模型中每层楼板刚性假定不能成立，计算结构整体
位移、刚度和周期等指标时，应采用分区域刚性楼板；
计算结构构件承载力时，应采用分区域弹性楼板。
3.2 楼梯间四角设置框架柱
高烈度区数据中心框架结构，应在楼梯间四角设
置框架柱，增加竖向抗侧力构件数量；
同时增强楼梯间
整体刚度，利于楼梯间整体安全。梯段板下部支座设
计成橡胶滑动支座，计算模型中不考虑楼梯间模型，忽
略楼梯对结构抗震计算的影响；但计算模型中应把楼
梯间层间梁建立在模型中，通过 PKPM 三维计算可准
确分析楼梯间层间梁及相邻框架柱受力状况。
3.3 活荷载组合值系数
《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明确规定，数据中心楼
面活荷载组合值系数取 0.9，重力荷载代表值中组合值
系数取 0.8，必须保证这 2 个系数准确，否则会影响结
构计算结果。同时数据中心楼面活荷载值大，根据《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该类荷载分项系数可取 1.3，该系数
调整对结构计算结果的经济性较为有利。
3.4 周期折减系数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第 3.7.4 条规定结构计算时，
应考虑框架结构填充墙对结构抗震的不利影响，
《高层
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第 4.3.17 条给出该折减系
数建议值，对框架结构可取 0.6~0.7。结合数据中心单
层面积大，内隔墙数量较少，施工时采用质量较轻的加
气混凝土砌块，基于此种情况，高烈度区数据中心框架
邮电设计技术/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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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型计算时该系数可取 0.75，减小结构所受到的
地震作用。

3.5 梁刚度放大系数
梁刚度放大系数会影响框架结构侧移刚度，该系
数取值增大，可增大结构刚度和结构地震作用，梁柱弯
矩、剪力设计值同时增大。该系数取值减小，可减小梁
配筋，有利于“强柱弱梁”的实现，但结构整体刚度降
低，进而影响位移验算结果。设防烈度 7 度及以下时，
该系数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第 5.2.4 条规定计
算。设防烈度 8 度及以上时，该系数对梁、柱配筋和位
移影响较大；
进行柱承载力设计、梁抗剪和抗扭承载力
设计以及结构总体位移验算时，该系数可取大值（1.8~
2.0），
进行梁受弯承载力设计时可取小值（1.5~1.8）。
3.6 梁、
柱重叠部分简化为刚域
高烈度区数据中心工程采用框架结构时，柱截面
比较大，为控制结构位移指标，结构计算参数可采取
梁、柱重叠部分简化为刚域。考虑刚域后，结构整体刚
度增加，多遇地震下的周期减小，层间位移减小；同时
地震作用增加，主要抗侧力构件所承受的地震作用比
不考虑刚域要大，考虑刚域可增加主要抗侧力构件的
安全储备，增加造价。但结构计算时，不能因控制位移
指标合理，梁、柱重叠部分简化为刚域；结构配筋计算
时，不考虑梁、柱重叠部分简化为刚域；必须同时考
虑。该工程基于位移指标能够控制在规范要求范围
内，为提高结构经济性，未考虑梁、柱重叠部分简化为
刚域。

4 框架结构构造措施
数据中心机房内降板 800 mm，使平面楼板不连

续，水平地震作用传递需要靠周边主梁和框架柱进行
协调，导致主梁和框架柱受力十分复杂，平面内和平面
外受压、弯、剪、扭同时存在，因此应对此处主梁和框架
柱采取加强措施。

a）楼板降标高周边主梁（截面尺寸为 450 mm×

1 200 mm）平面外受水平剪力作用，应设置水平加腋，
以有效传递水平剪力；同时该主梁会产生较大的扭转

效应，其抗扭纵筋直径不小于 14 mm，每侧配置的钢筋

5 结束语
本文结合实际工程进行了高烈度区数据中心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抗震设计分析，为高烈度数据中
心框架结构计算提供了一种建模方法；并分析通信建
筑平面特点及模型计算关键性参数，为此类工程项目
提供一套框架结构计算解决方案，可为同类工程结构
设计提供参考。
高烈度区数据中心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计算
及结构构造措施比较复杂，土建造价较高，后续应结合
具体实际工程进行隔震设计及造价对比，完善高烈度
区数据中心结构抗震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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