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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70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

为GB 50223—2008，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其中，第1．0．3、

3．0．2、3．0．3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4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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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系根据建设部建标[2008]65号文的要求，由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的设计、研究和教学单位对《建筑工程

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4进行修订而成。

修订过程中，初步调查总结了汶川大地震的经验教训：我国

在1976年唐山地震后，建设部做出建筑从6度开始抗震设防和

按高于设防烈度一度的“大震”不倒塌的设防目标进行抗震设计

的决策，是正确的。本次汶川地震表明，严格按照现行规范进行

设计、施工和使用的建筑，在遭遇比当地设防烈度高一度的地震

作用下，没有出现倒塌破坏，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本次修订，考虑到我国经济已有较大发展，按照“对学校、

医院、体育场馆、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商场、交

通枢纽等人员密集的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

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增强抗震设防能力”的要求，提高了

某些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并在全国范围内较广泛地征求了有关

设计、科研、教学单位及抗震管理部门的意见，经反复讨论、修

改、充实，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次修订继续保持1995年版和2004年版的分类原则：鉴于

所有建筑均要求达到“大震小倒”的设防目标，对需要比普通建

筑提高抗震设防要求的建筑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并主要采取提

高抗倒塌变形能力的措施。

修订后本标准共有8章。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调整了分类的定义和内涵。

2．特别加强对未成年人在地震等突发事件中的保护。

3．扩大了划人人员密集建筑的范围，提高了医院、体育场

馆、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商场、交通枢纽等人员

密集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抗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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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r地震避难场所建筑、电子信息中心建筑的要求。

5．进一步明确本标准所列的建筑名称是示例，未列入本标

准的建筑可按使用功能和规模相近的示例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

本标准将来可能需要进行局部修订，有关局部修订的信息和

条文内容将刊登在《工程建设标准化》杂志上。

本标准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没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

并将意见和建议寄交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管理组(邮编：

100013．E-mail：ieecabr@cabr．com．cn)。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加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同济大学

主要起草人：王亚勇戴国莹(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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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o．1为明确建筑工程抗震设计的设防类别和相应的抗震设防

标准，以有效地减轻地震灾害，制定本标准。

1．o．2本标准适用于抗震设防区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分类。

1．o．3抗震设防区的所有建筑工程应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工程．其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本

标准的规定。

1．o．4制定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的行业标准，应遵守本标准

的划分原则。

本标准未列出的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工程，其抗震设防分类应

按专门规定执行。



2术 语

2．0．1抗震设防分类seismic fortification category for struc—

tures

根据建筑遭遇地震破坏后，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直接和间接

经济损失、社会影响的程度及其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等因素，对

各类建筑所做的设防类别划分。

2．0．2抗震设防烈度seismic fortification intensity

按国家规定的权限批准作为一个地区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烈

度。一般情况下，取50年内超越概率lO％的地震烈度。

2．0．3抗震设防标准seismic fortifleation criterion

衡量抗震设防要求高低的尺度，由抗震设防烈度或设计地震

动参数及建筑抗震设防类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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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定

3．o．1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划分，应根据下列因素的综合分析

确定：

1建筑破坏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及社会

影响的大小。

2城镇的大小、行业的特点、工矿企业的规模。

3建筑使用功能失效后，对全局的影响范围大小、抗震救

灾影响及恢复的难易程度。

4建筑各区段的苇要性有显著不同时，可按区段划分抗震

设防类别。下部区段的类别不应低于上部区段。

5不同行业的相同建筑．当所处地位及地震破坏所产生的

后果和影响不同时，其抗震设防类别可不相同。

注：区段指南舫震缝分开的结构单元、平面内使用功能不同的部分、

或上r使用功能不同的部分。

3．0．2建筑工程应分为以下四个抗震设防类别：

1特殊设防类：指使用上有特殊设施。涉及国家公共安全

的重大建筑工程和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等特别重大灾害

后果。需要进行特殊设防的建筑。简称甲类。

2重点设防类：指地震时使用功能不能中断或需尽快恢复

的生命线相关建筑。以及地震时可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等重大灾

害后果。需要提高设防标准的建筑。简称乙类。

3标准设防类：指大量的除1、2、4款以外按标准要求进

行设防的建筑。简称丙类。

4适度设防类：指使用上人员稀少且震损不致产生次生灾

害。允许在一定条件下适度降低要求的建筑。简称丁类。

3．0．3各抗震设防类别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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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设防类。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确定其抗震措施

和地震作用，达到在遭遇高于当地抗震设防烈度的预估罕遇地震

影响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破坏的抗震设防

目标。

2重点设防类，应按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一度的要求

加强其抗震措施；但抗震设防烈度为9度时应按比9度更高的要

求采取抗震措施；地基基础的抗震措施，应符合有关规定。同

时，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确定其地震作用。

3特殊设防类。应按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

要求加强其抗震措施；但抗震设防烈度为9度时应按比9度更高

的要求采取抗震措施。同时，应按批准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

且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确定其地震作用。

4适度设防类。允许比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适当降

低其抗震措施。但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时不应降低。一般情况

下，仍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确定其地震作用。

注：对于划为重点设防类而规模很小的工业建筑．当改用抗震性能较

好的材料且符合抗震设计规范对结构体系的要求时，允许按标准

设防类设防。

3．O．4本标准仅列出主要行业的抗震设防类别的建筑示例；使

用功能、规模与示例类似或相近的建筑，可按该示例划分其抗震

设防类别。本标准未列出的建筑宜划为标准设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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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灾救灾建筑

4．0．1本章适用于城市和工矿企业与防灾和救灾有关的建筑。

4．0．2防灾救灾建筑应根据其社会影响及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

划分抗震设防类别。

4．0．3医疗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三级医院中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门诊、医技、住院

用房，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特殊设防类。

2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具有外科手术

室或急诊科的乡镇卫生院的医疗用房，县级及以上急救中心的指

挥、通信、运输系统的重要建筑，县级及以上的独立采供血机构

的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3工矿企业的医疗建筑，可比照城市的医疗建筑示例确定

其抗震设防类别。

4．0．4消防车库及其值班用房，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4．0．5 20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和县及县级市防灾应急指挥中心的

主要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重点设防类。

工矿企业的防灾应急指挥系统建筑，可比照城市防灾应急指

挥系统建筑示例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

4．0．6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l承担研究、中试和存放剧毒的高危险传染病病毒任务的

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建筑或其区段，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特殊

设防类。

2不属于l款的县、县级市及以上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的主要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4．0．7作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重

点设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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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础设施建筑

5．1城镇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建筑

5．1．1本节适用于城镇的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建筑一[程。

工矿企业的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建筑工程，可分别比

照城市的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建筑工程确定其抗震设防类

别。

5．1．2城镇和工矿企业的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建筑，应

根据其使用功能、规模、修复难易程度和社会影响等划分抗震

设防类别。其配套的供电建筑，应与主要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

相同。

5．1．3给水建筑工程中，20万人口以上城镇、抗震没防烈度为

7度及以上的县及县级市的主要取水设施和输水管线、水质净化

处理厂的主要水处理建(构)筑物、配水井、送水泵房、中控

室、化验室等，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5．1．4排水建筑工程中，20万人口以上城镇、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及以上的县及县级市的污水干管(含合流)，主要污水处理

厂的主要水处理建(构)筑物、进水泵房、中控室、化验室，以

及城市排涝泵站、城镇主干道立交处的雨水泵房，抗震设防类别

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5．1．5燃气建筑中，20万人口以』二城镇、县及县级市的主要燃

气厂的主厂房、贮气罐、加压泵房和雎缩问、调度楼及相应的超

高压和高压调压间、高压和次高压输配气管道等主要设施，抗震

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5．1．6热力建筑中，50万人口以上城镇的主要热力厂主厂房、

调度楼、中继泵站及相应的主要设施用房，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

重点设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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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电力建筑

5．2．1本节适用于电力生产建筑和城镇供电设施。

5．2．2电力建筑应根据其直接影响的城市和企业的范围及地震

破坏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划分抗震设防类别。

5．2．3电力调度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国家和区域的电力调度中心，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特殊

设防类。

2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力调度中心，抗震设防类别宜

划为重点设防类。

5．2．4火力发电厂(含核电厂的常规岛)、变电所的生产建筑

【}1，下列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1单机容量为300MW及以上或规划容量为800MW及以

上的火力发电厂和地震时必须维持正常供电的重要电力设施的主

厂房、电气综合楼、网控楼、调度通信楼、配电装置楼、烟囱、

烟道、碎煤机室、输煤转运站和输煤栈桥、燃油和燃气机组电厂

的燃料供应设施。

2 330kV及以上的变电所和220kV及以下枢纽变电所的主

控通信楼、配电装置楼、就地继电器室；330kV及以上的换流

站J：程中的主控通信楼、阀厅和就地继电器室。

3供应20万人口以L规模的城镇集中供热的热电站的主要

发配电控制室及其供电、供热设施。

4不应中断通信设施的通信调度建筑。

5．3交通运输建筑

5．3．1本节适用于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系统建筑和城镇交

通设施。

5．3．2交通运输系统生产建筑应根据其在交通运输线路中的地

位、修复难易程度和对抢险救灾、恢复生产所起的作用划分抗震

设防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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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铁路建筑中，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含城际铁路)、客货

共线I、Ⅱ级干线和货运专线的铁路枢纽的行车调度、运转、通

信、信号、供电、供水建筑，以及特大型站和最高聚集人数很多

的大型站的客运候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5．3．4公路建筑中，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一级汽车客运站和

位于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及以上地区的公路监控室，一级长途汽

车站客运候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5．3．5水运建筑中，50万人口以上城市、位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及以上地区的水运通信和导航等重要设施的建筑，国家重要

客运站，海难救助打捞等部门的重要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

重点设防类。

5．3．6空运建筑中，国际或国内主要干线机场中的航空站楼、

大型机库，以及通信、供电、供热、供水、供气、供油的建筑，

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航管楼的设防标准应高于重点设防类。

5．3．7城镇交通设施的抗震设防类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交通网络中占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大跨度桥应

划为特殊设防类；处于交通枢纽的其余桥梁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2城市轨道交通的地下隧道、枢纽建筑及其供电、通风设

施，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5．4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建筑

5．4．1本节适用于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建筑。

5．4．2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建筑，应根据其在整个信息网络中

的地位和保证信息网络通畅的作用划分抗震设防类别。其配套的

供电、供水建筑，应与主体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相同；当特殊设

防类的供电、供水建筑为单独建筑时，可划为重点设防类。

5．4．3邮电通信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国际出入口局，国际无线电台，国家卫星通信地球站，

国际海缆登陆站，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特殊设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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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中心及省中心以上通信枢纽楼、长途传输一级干线枢

纽站、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本地网通枢纽楼及通信生产楼、应

急通信用房，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3大区中心和省中心的邮政枢纽，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蘑

点设防类。

5．4．4 J“播电视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l国家级、省级的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塔建筑，当混凝土结

构塔的高度大于250m或钢结构塔的高度大于300m时，抗震没

防类别应划为特殊设防类；国家级、省级的其余发射塔建筑，抗

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国家级卫星地球站上行站，抗震

设防类别应划为特殊设防类。

2国家级、省级广播中心、电视中心和电视调频广播发射

台的主体建筑，发射总功率不小于200kW的中波和短波广播发

射台、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国家级和省级广播电视监测台与节

目传送台的机房建筑和天线支承物，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

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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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

6．0．1本章适用于体育建筑、影剧院、博物馆、档案馆、商场、

展览馆、会展中心、教育建筑、旅馆、办公建筑、科学实验建筑

等公共建筑和住宅、宿舍、公寓等居住建筑。

6．0．2公共建筑，应根据其人员密集程度、使用功能、规模、

地震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大小划分抗震设防

类别。

6．0．3体育建筑中，规模分级为特大型的体育场，大型、观众

席容量很多的中型体育场和体育馆(含游泳馆)，抗震设防类别

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6．0．4文化娱乐建筑中，大型的电影院、剧场、礼堂、图书馆

的视昕室和报告厅、文化馆的观演厅和展览厅、娱乐中心建筑，

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6．0．5商业建筑中，人流密集的大型的多层商场抗震设防类别

应划为重点设防类。当商业建筑与其他建筑合建时应分别判断，

并按区段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

6．0．6博物馆和档案馆中．大型博物馆，存放国家一级文物的

博物馆，特级、甲级档案馆，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没防类。

6．0．7会展建筑中，大型展览馆、会展巾心，抗震没防类别应

划为重点设防类。

6．0．8教育建筑巾，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教学用房以及学生

宿舍和食堂，抗震设防类别应不低予重点设防类。

6．0．9科学实验建筑中，研究、中试生产和存放具有高放射性

物品以及剧毒的生物制晶、化学制品、天然和人工细菌、病毒

(如鼠疫、霍乱、伤寒和新发高危险传染病等)的建筑，抗震设

防类别应划为特殊设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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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电子信息中心的建筑中，省部级编制和贮存重要信息的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国家级信息中心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应高于重点设防类。

6．0．11高层建筑中，当结构单元内经常使用人数超过8000人

时，抗震设防类别宜划为重点设防类。

6．0．12居住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标准设防类。



7工业建筑

7．1 采煤、采油和矿山生产建筑

7．1．1本节适用于采煤、采油和天然气以及采矿的生产建筑。

7．1．2采煤、采油和天然气、采矿的生产建筑，应根据其直接

影响的城市和企业的范围及地震破坏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

失划分抗震设防类别。

7．1．3采煤生产建筑巾，矿井的提升、通风、供电、供水、通

信和瓦斯排放系统，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7．1．4采油和天然气生产建筑中，下列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

划为重点设防类：

1大型油、气田的联合站、压缩机房、加压气站泵房、阕

组间、加热炉建筑。

2大型计算机房和信息贮存库。

3油品储运系统液化气站、轻油泵房及氮气站、长输管道

首末站、中间加压泵站。

4油、气田主要供电、供水建筑。

7．1．5采矿生产建筑中，下列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

设防类：

l大型冶金矿山的风机室、排水泵房、变电室、配电室等。

2大型非金属矿山的提升、供水、排水、供电、通风等系

统的建筑。

7．2原材料生产建筑

7．2．1本节适用于冶金、化工、石油化工、建材和轻T业原材

料等工业原材料生产建筑。

7．2．2冶金、化工、石油化工、建材、轻工业的原材料生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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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主要以其规模、修复难易程度和停产后相关企业的直接和间

接经济损失划分抗震设防类别。

7．2．3冶金工业、建材工业企业的生产建筑中，下列建筑的抗

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1大中型冶金企业的动力系统建筑，油库及油泵房，全厂

性生产管制中心、通信中心的主要建筑。

2大型和不容许中断生产的中型建材工业企业的动力系统

建筑。

7．2．4化工和石油化工生产建筑中，下列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

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1特大型、大型和中型企业的主要生产建筑以及对正常运

行起关键作用的建筑。

2特大型、大型和中型企业的供热、供电、供气和供水
建筑。

3特大型，大型和中型企业的通讯、生产指挥中心建筑。

7．2．5轻工原材料生产建筑中，大型浆板厂和洗涤剂原料厂等

大型原材料生产企业中的主要装置及其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建

筑，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7．2．6冶金、化工、石油化工、建材、轻工业原料生产建筑中，

使用或生产过程中具有剧毒、易燃、易爆物质的厂房，当具有泄

毒、爆炸或火灾危险性时，其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7．3加工制造业生产建筑

7．3．1本节适用于机械、船舶、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纺

织、轻工、医药等工业生产建筑。

7．3．2加工制造工业生产建筑，应根据建筑规模和地震破坏所

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大小划分抗震设防类别。

7．3．3航空工业生产建筑中，下列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

重点设防类：

1部级及部级以上的计量基准所在的建筑，记录和贮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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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主要产品(如飞机、发动机等)或关键产品的信息贮存所在的

建筑。

2对航空工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整机或系统性能试验设施、

关键设备所在建筑(如大型风洞及其测试问，发动机高空试车台

及其动力装置及测试问，全机电磁兼容试验建筑)。

3存放国内少有或仅有的重要精密设备的建筑。

4大中型企业主要的动力系统建筑。

7．3．4航天工业生产建筑中，下列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

重点设防类：

1重要的航天工业科研楼、生产厂房和试验设施、动力系

统的建筑。

2重要的演示、通信、汁量、培训中心的建筑。

7．3．5电子信息工业生产建筑中，下列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

划为重点设防类：

1大型彩管、玻壳生产厂房及其动力系统。

2大型的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器和其他电子类生产厂房。

3重要的科研中心、测试中心、试验中心的主要建筑。

7．3．6纺织工业的化纤生产建筑中，具有化工性质的生产建筑，

其抗震设防类别宜按本标准7．2．4条划分。

7．3．7大型医药生产建筑中，具有生物制品性质的厂房及其控

制系统，其抗震设防类别宜按本标准6．0．9条划分。

7．3．8加工制造工业建筑中，生产或使用具有剧毒、易燃、易

爆物质且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厂房及其控制系统的建筑．抗震设防

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7．3．9大型的机械、船舶、纺织、轻工、医药等工业企业的动

力系统建筑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7．3．10机械、船舶工业的生产厂房，电子、纺织、轻工、医药

等工业的其他生产厂房，宜划为标准设防类。



8仓库类建筑

8．0．1本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的仓库类建筑。

8．0．2仓库类建筑，应根据其存放物品的经济价值和地震破坏

所产生的次生灾害划分抗震设防类别。

8．0．3仓库类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储存高、中放射性物质或剧毒物品的仓库不应低于重点

设防类，储存易燃、易爆物质等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危险品仓库应

划为重点设防类。

2一般的储存物品的价值低、人员活动少、无次生灾害的

单层仓库等可划为适度设防类。



本标准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j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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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按照遭受地震破坏后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

社会影响的程度及建筑功能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将建筑工程划

分为不同的类别，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设计要求，是根据我国

现有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达到减轻地震灾害又合理控制

建设投资的重要对策之一。

1．0．2本次修订基本保持1995年版以来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抗震设防烈度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的对应关系，按《建筑

抗震设汁规范》GB 50011的规定执行。

建筑工程，本标准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包括基础

设施建筑的相关内容。

1．0．3奉条是新增的，作为强制性条文，主要明确两点：其一，

所有建筑工程进行抗震设计时均应确定其设防分类；其二，本标

准的规定是最低的要求。

鉴于既有建筑工程的情况复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故

本标准的规定不包括既有建筑。

1．0．4本标准属于基础标准，各类建筑的抗震设计规范、规程

中对于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类别的划分，需以本标准为依据。

由于行业很多，本标准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对各类建筑作

较原则的规定。因此，本标准未列举的行业，其具体建筑的抗震

设防类剐的划分标准，需按本标准的原则要求，比照本标准所列

举的行业建筑示例确定。

核上业、军事1i业等特殊行业，以及一般行业中有特殊要求

的建筑，本标准难以作出普遍性的规定；有些行业，如与水工建

筑有关的建筑，其抗震没防类别需依附于行业主要建筑，本标准

4：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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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o．1术语提到r确定抗震设防类别所涉及的几个影响因素。

其中的经济损失分为直接和问接两类，是为了在抗震设防类别划

分巾区别对待。

直接经济损失指建筑物、设备及设施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经济

损失和因停产、停业所减少的净产值。间接经济损失指建筑物、

设备及设施遭到破坏．导致停产所减少的社会产值、修复所需费

用、伤员医疗费用以及保险补偿费用等。其中，建筑的地震灾害

保险是各国保险业的一种、肚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

法》中已经明确鼓励单位和个人参加地震灾害保险。发生严重破

坏性地震时，灾区将丧失或部分丧失自我恢复能力，需要采取相

应的救灾行动，包括保险补偿等。

社会影响指建筑物、设备及设施破坏导致人员伤亡造成的影

响、社会稳定、生活条件的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国际

的影响等。

2．o．2、2．o．3这两个术语，引自《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l 1的“抗震设防烈度”和“抗震设防标准”。

关于建筑的抗震设防烈度和对应的设计基本加速度，根据建

设部1992年7月3日发布的建标[1992]419号文《关于统一

抗震设计规范地面运动加速度设计取值的通知》的规定，均指当

地50年设计基准期内超越概率lo％的地震烈度和对应的地震地

面运动加速度的设计取值。这里需注意，设计基准期和设计使用

年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各本建筑设计规范、规程采用的设计基准期均为50年，建

筑工程的设计使用年限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建筑结构可靠

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0l提出了设计使用年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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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要求纪念性的、特别重要的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为100

年，以提高其设计的安全性。然而，要使不同设计使用年限的

建筑工程对完成预定的功能具有足够的可靠度，所对应的各种

可变荷载(作用)的标准值和变异系数、材料强度设计值、设

计表达式的各个分项系数、可靠指标的确定等需要相互配套，

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待逐步研究解决。现阶段，重要性系数增

加o．1，可靠指标约增加0．5，《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2001要求，设计使用年限100年的建筑和设计使用

年限50年的重要建筑，均采用重要性系数不小于1．1来适当提

高结构的安全性，二者并无区别。

对于抗震设计，鉴于本标准的建筑抗震设防分类和相应的设

防标准已体现抗震安全性要求的不同，对不同的设计使用年限，

可参考下列处理方法：

1)若投资方提出的所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的功能要

求仅仅是耐久性100年的要求，则抗震设防类别和

相应的设防标准仍按本标准的规定采用。

2)不同设计使用年限的地震动参数与设计基准期(50

年)的地震动参数之间的基本关系，可参阅有关的

研究成果。当获得设计使用年限i00年内不同超越

概率的地震动参数时，如按这些地震动参数确定地

震作用，即意味着通过提高结构的地震作用来提高

抗震能力。此时，如果按本标准划分规定不属于标

准设防类，仍应按本标准的相关要求采取抗震措施。

需注意，只提高地震作用或只提高抗震措施，二者的效果有

所不同，但均可认为满足提高抗震安全性的要求；当既提高地震

作用又提高抗震措施时，则结构抗震安全性可有较大程度的

提高。

3)当设计使用年限少于设计基准期，抗震设防要求可

相应降低。临时性建筑通常可不设防。



3基本规定

3．0．1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类别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从抗震设防

的角度进行分类。这里，主要指建筑遭受地震损坏对各方面影响

后果的严重性。本条规定了判断后果所需考虑的因素，即对各方

面影响的综合分析来划分。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①从性质看有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影响等；

②从范围看有国际、国内、地区、行业、小区和单位；

③从程度看有对生产、生活和救灾影响的大小，导致次生灾

害的可能，恢复重建的快慢等。

在对具体的对象作实际的分析研究时，建筑工程自身抗震能

力、各部分功能的差异及相同建筑在不同行业所处的地位等因

素，对建筑损坏的后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进行设防分类时应

对以上因素做综合分析。

本标准在各章中，对若干行业的建筑如何按上述原则进行划

分，给出了较为具体的方法和示例。

城市的规模，本标准1995年版以市区人口划分：100万人

口以上为特大城市，50万～100万人口为大城市，20万～50万

人口以下为中等城市，不足20万人口为小城市。近年来，一些

城市将郊区县划为市区，使市区范围不断扩大，相应的市区常住

和流动人口增多。建议结合城市的国民经济产值衡量城市的大

小，而且．经济实力强的城市，提高其建筑的抗震能力的要求也

容易实现。

作为划分抗震设防类别所依据的规模、等级、范围．不同行

业的定义不～样。例如，有的以投资规模区分，有的以产量大小

区分，有的以等级区分．有的以座位多少区分。因此，特大型、

大型和中小)嫂的界限，‘J该行业的特点有关，还会随经济的发展

，，



而改变，需由有关标准和该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由于不同

行业之间对建筑规模和影响范围尚缺少定量的横向比较指标．不

同行业的设防分类只能通过对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在相对

合理的情况下确定。例如，电力网络中的某些大电厂建筑，其损

坏尚不致严重影响整个电网的供电；而大中型工矿企业中没有联

网的自备发电设施，尽管规模不及大电厂。却是工矿企业的生命

线工程设施．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在一个较大的建筑中，若不同区段使用功能的重要性有显著

差异，应区别对待，可只提高某些重要区段的抗震设防类别，其

中，位于下部的区段．其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上部的区段。

需要说明的是，本标准在条文说明的总则中明确，划分不同

的抗震设防类别并采取不同的设计要求，是在现有技术和经济条

件下减轻地震灾害的重要对策之一。考虑到现行的抗震设汁规

范、规程中，已经对某些相对重要的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有很具

体的提高要求。例如，混凝土结构中，高度大于30m的框架结

构、高度大于60m的框架一抗震墙结构和高度大于80m的抗震墙

结构，其抗震措施比一般的多层混凝土房屋有明显的提高；钢结

构中，层数超过】2层的房屋，其抗震措施也高于一般的多层房

屋。因此，本标准在划分建筑抗震设防类别时，注意与设计规

范、规程的设计要求配套，力求避免出现重复性的提高抗震设计

要求。

3．0．2本条作为强制性条文，明确在抗震设计中，将所有的建

筑按本标准3．0．1条要求综合考虑分析后归纳为四类：需要特殊

设防的特殊设防类、需要提高设防要求的重点设防类、按标准要

求设防的标准设防类和允许适度设防的适度设防类。

本次修订，进一步突出了设防类别划分是侧霞于使用功能和

灾害后果的区分，并更强调体现对人员安全的保障。

所谓严重次牛灾害．指地震破坏引发放射性污染、洪灾、火

灾、爆炸、剧毒或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露、高危险传染病病毒扩

散等灾难性灾害。



自1989年《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J 11—89发布以来，按

技术标准设计的所有房屋建筑，均应达到“多遇地震不坏、设防

烈度地震可修和罕遇地震不倒”的设防目标。这里，多遇地震、

设防烈度地震和罕遇地震，一般按地震基本烈度区划或地震动参

数区划对当地的规定采用，分别为50年超越概率63％、10％和

2％～3％的地震，或重现期分别为50年、475年和1600～2400

年的地震。考虑到上述抗震设防目标可保障：房屋建筑在遭遇设

防烈度地震影响时不致有灾难性后果，在遭遇罕遇地震影响时不

致倒塌。本次汶川地震表明，严格按照现行规范进行设计、施工

和使用的建筑，在遭遇比当地设防烈度高一度的地震作用下，没

有出现倒塌破坏，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绝大部

分建筑均可划为标准设防类，一般简称丙类。

市政工程中，按《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

范》GB 50032～2003设计的给水排水和热力工程，应在遭遇设

防烈度地震影响下不需修理或经一般修理即可继续使用，其管网

不致引发次生灾害，因此，绝大部分给水排水、热力工程也可划

为标准设防类。

3．0．3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任何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均不得低

于本条的要求。

针对我国地震区划图所规定的烈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事实，

在建设部领导下，《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J 11—89明确规定了

“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性能设计目标。这样，

所有的建筑，只要严格按规范设计和施工，可以在遇到高于区划

图一度的地震下不倒塌——实现生命安全的目标。因此，将使用

上需要提高防震减灾能力的建筑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其中，重点

设防类需按提高一度的要求加强其抗震措施——增加关键部位的

投资即可达到提高安全性的目标；特殊设防类在提高一度的要求

加强其抗震措施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等专门研究。

本条的修订有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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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抗震概念设计的角度，文字表达上更突出各个设防

类％q在抗震措施上的区别。

其二，作为重点设防类建筑的例外，考虑到小型的工业建

筑，如变电站、宅压站、水泵房等通常采用砌体结构，明确其设

计改用抗震性能较好的材料且结构体系符合抗震设计规范的有关

规定时(见《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9001第3．5．2

条)，其抗震措施才允许按标准类的要求采用。

房屋建筑所处场地的地震安全性评价，通常包括给定年限内

不同超越概率的地震动参数，应ffl具备资质的单位按相关规定执

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需要按规定的权限审批。

需耍说明，本标准规定重点设防类提高抗震措施而不提高地

震作用．同一些国家的规范只提高地震作用(】oH--30％)而不

提高抗震措施，在设防概念上有所不同：提高抗震措旋，着眼于

把财力、物力用在增加结构薄弱部位的抗震能力上，是经济而有

效的方法；只提高地震作用，则结构的各构件均全面增加材料，

投资增加的效果不如前者。

3。0．4本标准列举r主要行业建筑示例的抗震设防类别。～些

功能类似的建筑，可比照示例进行划分。如工矿企业的供电、供

热、供水、供气等动力系统的建筑，包括没有联网的自备热电

站、主要的变配电室、泵站、加压站、煤气站、乙炔站、氧气

站、油库等，功能特征与基础设施建筑类似。分类原则相同。

25



4防灾救灾建筑

4．0．1 本章的防灾救灾建筑主要指地震时应急的医疗、消防设

施和防灾应急指挥中心。与防灾救灾相关的供电、供水、供气、

供热、广播、通信和交通系统的建筑，在城镇基础设施中已经予

以规定。

4．0．2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4．0．3本条修订有三处：

其一，将2004年版条文说明中提到的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

务的医院，在正文中对文字予以修改，以避免三级特等医院与三

级甲等医院相混。

其二，我国的一、二、三级医院主要反映设置规划确定的医

院规模和服务人数的多少。当前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才建

立三级医院，并且需联合二级医院才能完成所需的服务任务。因

此．本次修订明确将二级、三级医院均提高为重点设防类。仍需

考虑与急救处理无关的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的不同，区别对待。

其三，2004年版根据新疆伽师、巴楚地震的经验，针对边

远地区实际医疗机构分布的情况，增加了8度、9度区的乡镇主

要医疗建筑提高抗震设防类别的要求。本次修订更突出医疗卫生

系统防灾救灾的功能，考虑到二级医院的急救处理范围不能或难

以覆盖的县和乡镇，需要建立具有外科手术室和急诊科的医院或

卫生院，并提高其抗震设防类别，可以逐步形成覆盖城乡范围具

有地震等突发灾害时医疗卫生急救处理和防疫设施的完整保障

系统。

医院的级别，按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三级医院指

该医院总床位不少于500个且每床建筑面积不少于60m2，二级

医院指床位不少卜100个且每床建筑面积不少于4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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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企业与城市比照的原则，指从企业的规模和在本行业rt一

的地位来对比。

4．0．4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消防车库等不分城市和县、

镇的大小．均划为重点没防类。

1：矿企业的消防设施，比照城市划分。工业行业建筑中关于

消防车库抗震设防类别的划分规定均予以取消，避免重复规定。

4．0．5本次修订，将8度、9度的县级防灾应急指挥中心，扩

大到6度、7度，即所有烈度。

考虑到防灾应急指挥中心具有必需的信息、控制、调度系统

和相应的动力系统，当一个建筑只在某个区段具有防灾应急指挥

中心的功能时．可仅加强该区段，提高其设防标准。

4．0．6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考虑到地震后容易发生疫

情，对县级及以上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主要建筑提高设防标

准；其中属于研究、中试和存放具有剧毒性质的高危险传染病病

毒的建筑，与本标准第6．0．9条的规定一致，划为特殊设防类。

4．0．7本条足新增的。按照2007年发布的国家标准《城市抗震

防灾规划标准》GB 50413等相关规划标准的要求，作为地震等

突发灾害的应急避难场所，需要有提高抗震设防类别的建筑。



5基础设施建筑

5．1城镇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建筑

5．1．1本节主要为属于城镇的市政工程以及工矿企业中的类似

工程。

5．1．2配套的供电建筑，主要指变电站、变配电室等。

5．1．3给水工程设施是城镇生命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

生产用水、居民生活饮用水和震后抗震救灾用水。地震时首先要

保证主要水源不能中断(取水构筑物、输水管道安全可靠)；水

质净化处理厂能基本正常运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对水处理

系统的建(构)筑物、配水井、送水泉房、加氯间或氯库和作为

运行中枢机构的控制室和水质化验室加强设防。对一些大城市，

尚需考虑供水加压泵房。

水质净化处理系统的主要建(构)筑物，包括反应沉淀池、

滤站(滤池或有上部结构)、加药、贮存清水等设施。对贮存消

毒用的氯库加强设防，是避免震后氯气泄漏，引发二次灾害。

条文强调“主要”，指在一个城镇内，当有多个水源引水、

分区设置水厂，并设置环状配水管网可相互沟通供水时，仅规定

主要的水源和相应的水质净化处理厂的建(构)筑物提高设防标

准，而不是全部给水建筑。

现行的给排水工程的抗震设计规范，要求给排水工程在遭遇

设防烈度地震影响下不需修理或经一般修理即可继续使用，因

此，需要提高设防标准的，一般以城区人口20万划分；考虑供

水的特点，增加7～9度设防的小城市和县城。

5．1．4排水工程设施包括排水管网、提升泵房和污水处理厂，

当系统遭受地震破坏后，将导致环境污染。成为震后引发传染病

的根源。为此，需要保持污水处理厂能够基本正常运行、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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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损坏不致引发次生灾害，应予以重视。相应的主要设施指大

容量的污水处理池，一旦破坏可能引发数以万吨计的污水泛滥，

修复困难，后果严重。

污水厂(含污水回用处理厂)的水处理建(构)筑物，包括

进水格栅间、沉砂池、沉淀池(含二次沉淀)、生物处理池(含

曝气池)、消化池等。

对污水干线加强设防，主要考虑这些排水管的体量大，一般

为重力流，埋深较大，遭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土流失、建

(构)筑物基础下陷、结构开裂等次生灾害。

道路立交处的雨水泵房承担降低地下水位和排除雨后积水的

任务，城市排涝泵站承担排涝的任务，遭受地震破坏将导致积水

过深，影响救灾车辆的通行，加剧震害，故予以加强。

条文强调“主要”，指一个城镇内，当有多个污水处理厂时，

需区分水处理规模和建设场地的环境，确定需要加强抗震设防的

污水处理工程，而不是全部提高。

大型池体对地基不均匀沉降敏感，尤其是矩形水池，长边可

达lOOm以上，提高地基液化处理的要求是必要的。

5．1．5燃气系统遭受地震破坏后，既影响居民生活又可能引发

严重火灾或煤气、天然气泄漏等次生灾害，需予以提高。输配气

管道按运行压力区别对待，可体现城镇的大小。超高压指压力大

于4．OMPa，高压指1．6～4．OMPa，次高压指0．4～1．6MPa。

5．1．6热力建筑遭受地震破坏后，影响面不及供水和燃气系统

大，且输送管道均采用钢管，需要提高设防标准的范围小些。相

应的主要设施指主干线管道。

5．2电力建筑

5．2．1本节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适用范围。

5．2．2本条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供电系统建筑一旦遭

受地震破坏，不仅影响本系统的生产，还影响其他工业生产和城

乡人民的生活，因此，需要适当提高抗震设防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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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考虑到电力调度的重要性，对国家和大区的调度中心予

以提高。

5．2．4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有关的规定，与《电力设施抗震设

计规范》GB 50260 96的有关规定协调。电力系统中需要提高

设防标准的，是属于相当大规模、重要电力设施的生产关键部位

的建筑。

地震时必须维持正常工作的重要电力设施，主要指没有联网

的大中型I：矿企业的自备发电设施，其停电会造成重要设备严萤

破坏或者危及人身安全，按各工业部门的具体情况确定。

作为城市生命线工程之一，将防灾救灾建筑对供电系统的相

应要求一并规定。

本次修订还补完了燃油和燃气机组发电厂安全关键部位的建

筑 卸、输、供油设施。此外，还增加了换流站工程的相关

内容。

单机容量，在联合循环机组中通常即机组容量。

5．3交通运输建筑

5．3．1本节适用范围与2004年版相同。

5．3．2本条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

5．3．3本条基本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铁路系统的建筑中，需要提高设防标准的建筑主要是五所一

室和人员密集的候车室。莺要的铁路丁线由铁道设汁规范和铁道

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特大型站，按《铁路旅客车站建筑设汁规

范》GB 50226—2007的规定，指全年上车旅客最多月份中，一

昼夜在候车室内瞬时(8～lOmin)}i{现的最大候车(含送客)

人数的平均值，即最高聚集人数大于10000人的车站；大型站的

最高集聚人数为3000～10000人。本次修订，将人员密集的人数

很多的大型站界定为最高聚集人数6000人。

5．3．4本条基本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将8度、9度设

防区扩大为7～9度设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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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含义由公路没汁规范和交通行政主管

部门规定。一级汽车客运站的候车楼，按《汽车客运站建筑设计

规范》JGJ 60一99的规定，指日发送旅客折算量(指车站年度平

均每目发送长途旅客和短途旅客折算量之和)大于7000人次的

客运站的候车楼。

5．3．5本条基本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将8度、9度设

防区扩大为7～9度设防区。

国家重要客运站，指《港lj客运站建筑设计规范》JG-J 86

92规定的一级客运站，其设汁旅客聚集量(设计旅客年客运人

数除以年客运天数再乘以聚集系数和客运不平衡系数)大于

2500人。

5．3．6本条基本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考虑航管楼的功

能．将航管楼的设防标准略微提高。

国内主要f二线的含义应遵守民用航空技术标准和民航行政主

管部门的规定。

5．3．7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城镇桥梁中，属于特殊设防

类的桥梁，如跨越江河湖海的大跨度桥梁，担负城市出入交通关

口，往往结构复杂、形式多样，受损后修复困难；其余交通枢纽

的桥梁按重点设防类对待。

城市轨道交通包括轻轨、地下铁道等，在我围特大和大城市

已迅速发展，其枢纽建筑具有体量大、结构复杂、人员集中的特

点，受损后影响面大且修复困难。

交通枢纽建筑主要包括控制、指挥、调度中心，以及大型客

运换乘站等。

5．4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建筑

5．4．1本条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

5．4．2本条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

5．4．3本条基本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鉴于邮政与电信

分属不同部门。将邮政和电信建筑分别规定。本条第l、2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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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建筑的设防分类进行规定，其中县一级市的长途电信枢纽楼

已经不存在，故删去。第3款对邮政建筑的设防分类进行规定。

5．4．4本条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与《广播电影电视工

程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Y 5060—97作了协调。

鉴于国家级卫星地球站上行站的节目发送中心具有保证发送

所需的关键设备，设防类别提高为特殊设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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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

6．o．2本条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

6．o．3本条扩大了对人民生命的保护范围，参照《体育建筑设

计规范》JGJ 31—2003的规模分级，进一步明确体育建筑中人员

密集的范围：观众座位很多的大型体育场指观众座位容量不少于

30000人或每个结构区段的座位容量不少于5000人，观众座位

很多的大型体育馆(含游泳馆)指观众座位容量不少于4500人。

6．o．4本条参照《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 57—2000和《电影

院建筑设汁规范》JGJ 58—2008关于规模的分级，本标准的大型

剧场、电影院、礼堂，指座位不少于1200座；本次修订新增的

图书馆和文化馆，与大型娱乐中心同样对待，指一个区段内七下

楼层合计的座位明显大于1200座同时其中至少有一个500座以

上(相当于中型电影院的座位容量)的大厅。这类多层建筑中人

员密集且疏散有一定难度，地震破坏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社会影响

很大，故提高设防标准。

6．0．5本条基本保持2004年版的有关要求，扩大r对人民生命

的保护范围。借鉴《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 48关于规模的分

级，考虑近年来商场发展情况，本次修订，大型商场指一个区段

人流5000人，换算的建筑面积约17000m2或营业面积7000m2

以上的商业建筑。这类商业建筑一般须同时满足人员密集、建筑

面积或营业面积达到大型商场的标准、多层建筑等条件；所有仓

储式、单层的大商场不包括在内。

当商业建筑与其他建筑合建时，包括商住楼或综合楼，其划

分以区段按比照原则确定。例如，高层建筑中多层的商业裙房区

段或者下部的商业区段为重点设防类，而上部的住宅可以不提高

设防类别。还需注意，当按区段划分时，若上部区段为重点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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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则其下部区段也应为重点没防类。

6．0．6本条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肯关要求。参照《博物馆建

筑设计规范》JGj 66 91，本标准的大型博物馆指建筑规模大于

10000m2，一般适用于中央各部委苴属博物馆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博物馆。按照《档案馆建筑设汁规范》JGJ 25—2000，特

级档案馆为国家级档案馆，甲级档案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档

案馆，二者的耐久年限要求在100年以上。

6．0．7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这类展览馆、会展中心，在

一个区段的没计容纳人数一般在5000人以上。

6．0．8对于中、小学生和幼儿等末成年人在突发地震时的保护

措施，国际f：随着经济、技术发展的情况呈日益增加的趋势。

2004年版的分类标准中，明确规定了人数较多的幼儿同、

小学教学用房提高抗震设防类别的要求。本次修订，为在发生地

震灾害时特别加强对末成年人的保护．在我国经济有较大发展的

条件下，对2004年版“人数较多”的规定予以修改，所有幼儿

园、小学和中学(包括普通中小学和有未成年人的各类初级、中

级学校)的教学用房(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室、微机室、语

音窜、体育馆、礼堂)的没防类别均予以提高。鉴于学牛的宿舍

和学生食堂的人员比较密集，也考虑提高其抗震设防类别。

本次修改后．扩大r教育建筑中提高设防标准的范围。

6．0．9本条基本保持术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在生物制品、天

然和人工细菌、病毒中．具有剧毒性质的，包括新近发现的具有

高发危险性的病毒，列为特殊设防类，而一般的剧毒物品在本标

准的其他章节叶l列为重点设防类，主要考虑该类剧毒性质的传染

性，建筑一旦破坏的后果极其严莺，波及面很厂‘。

6．0．10本条是新增的．将2004年版第7．3．5条l款的规定移

此，以进一步明确各类信息建筑的没防类别和设防标准。

6．0．11本条比2004年版6．0．10条的规定扩大了对人员生命的

保护，将10000人改为8000人。经常使用人数8000人，按《办公

建筑设汁规范》J(玎67 2006的规定，大体人均面积为10m2／人计

．钭



算，则建筑面积大致超过80000m2，结构单元内集中的人数特别

多。考虑到这类房屋总建筑面积很大，多层时需分缝处理，在一

个结构单元内集中如此众多人数属于高层建筑，设计时需要进行

可行性论证，其抗震措施一般须要专门研究，即提高的程度是按

整个结构提高一度、提高一个抗震等级还是在关键部位采取比标

准设防类建筑更有效的加强措施，包括采用抗震性能设计方法

等，可以经专门研究和论证确定，并须按规定进行抗震设防专项

审查予以确认。

6．0．12本条将规范用词“可”改为“不应低于”，与全文强制

的《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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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业建筑

7．1采煤、采油和矿山生产建筑

7．1．1本节保持本标准2004年版的规定。

7．1．2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这类生产建筑一旦遭受地震

破坏，不仅影响本系统的生产，还影响电力工业和其他相关工业

的生产以及城乡的人民生活，因此，需要适当提高抗震设防标准。

7．1．3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鉴于小煤矿已经禁止，采煤

矿井的规模均大于2004年版的规定值，本条文字修改，删去大

型的界限。

采煤生产中需要提高设防标准的，是涉及煤矿矿井生产及人

身安全的六大系统的建筑和矿区救灾系统建筑。

提升系统指井口房、井架、井塔和提升机房等；通风系统指

通风机房和风道建筑；供电系统指为矿井服务的变电所、室外构

架和线路等；供水系统指取水构筑物、水处理构筑物及加压泵

房；通信系统指通信楼、调度中心的机房部分；瓦斯排放系统指

瓦斯抽放泵房。

7．1．4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采油和天然气生产建筑中，需要提高设防标准的，主要是涉

及油气田、炼油厂、油品储存、输油管道的生产和安全方面的关

键部位的建筑。

7．1．5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突出了采矿生产建筑的性

质。矿山建筑中，需要提高设防标准的，主要是涉及生产及人身

安全的关键建筑和救灾系统建筑。

7．2原材料生产建筑

7．2．2本条基本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原材料工业生产建筑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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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震破坏后，除影响本行业的生产外，还对其他相关行业有影

响，需要适当提高抗震设防类别。

7．2．3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并与《冶金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YB 9081 97的有关规定协调。

钢铁和有色冶金生产厂房，结构设计时自身有较大的抗震能

力，不需要专门提高抗震设防类别。

大中型冶金企业的动力系统的建筑，主要指全厂性的能源中

心、总降压变电所、各高压配电室、生产工艺流程上主要车间的

变电所、自备电厂主厂房、生产和生活用水总泵站、氧气站、氢

气站、乙炔站、供热建筑。

7．2．4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与《石油化工企业建筑抗震

设防等级分类标准》SH3049作了协调。

化工和石油化工的生产门类繁多，本标准按生产装置的性质

和规模加以区分。需要提高设防标准的，属于主要的生产装置及

其控制系统的建筑。

7．2．5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轻工原材料生产企业中的大

型浆板厂及大型洗涤剂原料厂，前者规模大且影响大，涉及方方

面面，后者属轻工系统的石油化工工业，故提高其主要装置及控

制系统的设防标准。

7．2．6本条将原材料生产活动中，使用、产生具有剧毒、易燃、易爆

物质和放射性物品的有关建筑的抗震设防分类原则归纳在一起。

在矿山建筑中，指炸药雷管库、硝酸铵、硝酸钠库及其热处

理加工车间、起爆材料加工车间及炸药生产车间等。

在化工、石油化工和具有化工性质的轻工原料生产建筑中，

指各种剧毒物质、高压生产和具有火灾危险的厂房及其控制系统

的建筑。

火灾危险性的判断，可参见《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06的有关说明。若使用或产生的易燃、易爆物质的量

较少，不足以构成爆炸或火灾等危险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

抗震设防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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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bU-l-制造业生产建筑

7．3．1本节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7．3．2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7．3．3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7．3．4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7．3．5本条基本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大型电子类生产厂房指

同时满足投资额10亿元以上、单体建筑面积超过50000m2和职

工人数超过1000人的条件。

7．3．6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7．3．7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对医药生产中的危险厂房等

予以加强。

7．3．8本条将加工制造生产活动中，使用、产生和储存剧毒、

易燃、易爆物质的有关建筑的抗震设防分类原则归纳在一起。

易燃、易爆物质可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确

定。在生产过程中，若使用或产生的易燃、易爆物质的量较少，

不足以构成爆炸或火灾等危险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抗震设

防类别。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06的有关说明，

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判断是比较复杂的。例如，有些原料和成品都

不具备火灾危险性，但生产过程中，在某些条件下生成的中间产

品却具有明显的火灾危险性；有些物品在生产过程中并不危险，

而在贮存中危险性较大。

7．3．9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7．3．10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加工制造工业包括机械、

电子、船舶、航空、航天、纺织、轻工、医药、粮食、食品等

等，其中，航空、航天、电子、医药有特殊性，纺织与轻工业中

部分具有化工性质的生产装置按化工行业对待．动力系统和具有

火灾危险的易燃、易爆、剧毒物质的厂房提高设防标准，一般的

生产建筑可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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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仓库类建筑

8．0．2本条保持2004年版的规定。

8．0．3本条文字作了修改，进一步区分放射性物质、剧毒物品

仓库与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危险品仓库的区别。

存放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可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06确定。

仓库类建筑，各行各业都有多种多样的规模、各种不同的功

能，破坏后的影响也十分不同。本标准只提高有较大社会和经

济影响的仓库的设防标准。但仓库并不都属于适度设防类，需

按其储存物品的性质和影响程度来确定，由各行业在行业标准

中予以规定，例如，属于抗震防灾工程的大型粮食仓库一般划

为标准没防类。又如，《冷库设计规范》GB 50072—2001规定

的公称容积大于15000m3的冷库，《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98规定的停车数大于500辆的特大型汽车库，也不属于

“储存物品价值低”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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