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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重庆市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工程结构抗震超限情况判定表 
（2016 年版） 

工程名称  楼栋号  

设计阶段  填表时间  场地类别  

设防烈度  抗震设防类别  
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 
 

嵌固层位置或 

楼层 
 地下室 

高度（m）  
屋顶塔

楼 

高度（m）  

层数  层数  

主楼结构 

体系 
 主体层数  

主体结构

高度（m） 
 限值（m）  超限情况  

裙楼结构 

类型 
 裙楼层数  

裙楼结构

高度（m） 
 限值（m）  超限情况  

序号 规则性项 
分析 

结果 
限值一 限值二 限值三 

超限值

情况 

1 

A 

在具有偶然偏心的规定的水平力作用下，楼

层两端抗侧力构件弹性水平位移（或层间位

移）的最大值与平均值的比值 

 ≤1.5
*
 ≤1.40 ≤1.20  

B 
相邻层偏心率或相邻层质心相差与边长的比

值 
 -- -- ≤0.15  

2 

A 
结构平面凹进或凸出的一侧尺寸与相应投影

方向总尺寸的比值 
 ≤0.40 -- ≤0.30  

B 
结构平面中部两侧收进的总尺寸与平面宽度

的比值 
 ≤0.60

*
 -- ≤0.50  

C 角部重叠面积与较小部分楼板面积的比值  -- -- ≥0.20  

D 结构平面突出部分长度与其连接宽度的比值  -- -- ≤2.00  

3 

A 楼板有效宽度与该层楼板典型宽度的比值  ≥0.35
*
 ≥0.40 ≥0.50  

B 楼板开洞面积占该层楼面面积的比值  ≤0.40
*
 ≤0.35 ≤0.30  

C 错层高度与梁高的比值  -- -- ≤1.00  

4 楼板开洞后任一边的最小净宽（m）  ≥2.00 -- --  

5 
结构扭转为主的第一自振周期 Tt 与平动为

主的第一自振周期 T1 的比值 
 -- ≤0.9

*
 --  

6 

A 
框架结构楼层侧向刚

度 

与（刚度较大）相邻层

的比值 
 -- ≥0.50 ≥0.70  

B 
与（刚度较大）相邻三

层平均值的比值 
 -- -- ≥0.80  

C 框架-剪力墙、剪力

墙、框架-核心筒、筒

中筒结构 

楼层侧向刚度与相邻

上层的比值 
 -- ≥0.50 ≥0.90

*
  

D 
底层侧向刚度与相邻

上层的比值 
 --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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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上部楼层收进部位的高度，与房屋总高度之

比大于 0.2 时，上部楼层收进后的水平尺寸

与下部楼层水平尺寸之比值 

 -- -- ≥0.75  

F 
竖向构件位置缩进与相应方向抗侧力结构总

尺寸的比值 
 -- -- ≤0.25  

G 
竖向构件水平外挑与相应方向抗侧力结构总

尺寸的比值 
 -- -- ≤0.10  

H 竖向构件水平外挑尺寸(m)  -- -- ≤4  

I 上部塔楼数量  -- -- ≤1  

J 
单塔或多塔与大底盘质心偏心距和底盘相应

边长的比值 
 -- ≤0.20 --  

7 
抗侧力结构的层间受剪承载力与相邻上一层

的比值 
 -- ≥0.65 ≥0.80  

8 
短肢剪力墙承受的倾覆力矩与结构底部（或

楼层）总地震倾覆力矩的比值 
 -- ≤0.50 --  

9 塔楼高度与结构高度限值的比值   ≤0.20   

10 

A 是否存在局部的穿层柱、斜柱    否  

B 
是否存在对结构性能影响较大的个别构件错

层或转换 
   否  

11 
结构具有转换层、加强层、错层、连体和多

塔的类型数 
 ≤3  ≤2  

12 
转换层等效剪切刚度（或等效抗侧刚度）与

相邻上层的比值 
 ≥0.5

*
 -- --  

13 框支转换层楼层数  ≤7
*
    

14 是否异形柱错层结构  否    

15 
A 

6 度特殊设防类和 7 度设防建筑工程是否厚

板转换 
 否    

B 6度重点设防类建筑工程是否厚板转换   否   

16 是否各部分层数、刚度、布置不同的错层  否    

17 
A 

同时具有前后、左右错层的楼层数与总楼层

数的比值 
 ≤0.50    

B 是否仅前后错层或左右错层    否  

18 连体两端塔楼高度、体型是否显著不同  否    

19 
连体两端塔楼沿大底盘某个主轴方向的振动

周期相差 
 ≤25%    

20 
上下墙、柱、支撑是否连续（包含加强层、

连体类） 
   是  

设计单位超限自评 

结论 
（加盖单位公章） 设计人签字  技术负责人签章  

审查机构超限审查 

结论 
（加盖单位公章） 审查人签字  技术负责人签章  

注： 1.本表由设计单位在初步设计和施工图阶段，按每个高层建筑结构单元分别填写。 

2.表中限值中带“*”的数字应根据规则性判定的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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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工程结构抗震超限情况判定表 
填写说明 

 
1. 本表适用于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高层钢结构和大跨度空

间结构可参照此表另行制表。 

2. 结构工程名称和楼栋号：初步设计阶段，按方案批准文件的内容填

写；施工图设计阶段，按按初步设计批准文件的内容填写。当同一建筑楼

栋号中划分有若干个结构单元时，对每个属于高层建筑结构的单元应分别

填写本表。 

3. 设计阶段：分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 

4. 抗震设防烈度：填写建筑物设防烈度，如抗震措施和抗震计算的设

防烈度不一致时，应分别描述。 

5. 抗震设防类别：当同一结构单元竖向分段设防类别不一致时，应分

别填写。 

6. 结构嵌固层所在楼层号：上部结构嵌固点的楼层号。按建筑图对楼

层的划分填写，如嵌固点取在基顶时，填基础或 0。 

7. 主体结构及裙楼结构高度限值：按《重庆市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界定

规定超限规定（2016 版）》（以下简称：2016 超限规定）第四条确定。 

8. 结构高度与层数：高度以嵌固点起算，不包括屋顶塔楼部分；层数

为与结构高度对应的结构楼层数。 

9. 地下室：结构嵌固点以下范围。如嵌固点取在基顶时，地下室高度

填 0。 

10. 屋顶塔楼：屋顶塔楼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结构面积（不包括悬

挑部分）小于屋顶层结构面积（不包括悬挑部分）的 1/3；楼层收进后的水

平尺寸（任一方向）小于下部楼层水平尺寸的 0.75 倍；楼层侧向刚度小于

下部楼层的 50%。 

11. 限值一、二、三：分别对应《重庆市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界定规定》

第五条中规定的值，带“*”的数字应根据规则性判定的实际情况调整。 

12. 超限值情况：超过限值时，填超一或超二、或超三；未超过限值

时，填否。 

13. 在具有偶然偏心的规定的水平力作用下，楼层两端抗侧力构件弹

性水平位移（或层间位移）的最大值与平均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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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包括地下室、出屋面塔楼，及高度小于 24 米且超出主楼影响

范围的裙房； 

2） 当满足《2016 超限规定》第五条 1（1）B 项规定时，限值一取

1.6； 

3） B 级高度建筑、复杂高层建筑、混合结构，限值一取 1.4。 

14. 相邻层偏心率及质心相差与边长的比值：X 向和 Y 向（不规则平

面地震作用影响最大方向）所有楼层的最大值。 

15. 结构扭转为主的第一自振周期Tt与平动为主的第一自振周期 T1

的比值：B 级高度建筑、复杂高层建筑、混合结构，限值二取 0.85。 

16. 结构平面凹进或凸出的一侧尺寸与相应投影方向总尺寸的比值： 

B/Bmax 的值，结构平面凹进或凸出时填写，如无填零。 

1） 凸出如图 16-1 所示：当 L/Lmax≤0.35 时，按凸出计算；当

L/Lmax>0.35 时，图 A~D 分别为 T 字型、L 型、十字型、Y 字型。 

    
（A）                                   （B） 

    
（C）                            （D） 

图 16-1 凸出示例 

2） 凹进如图 16-2 所示：当 L1/Lmax 和 L2/Lmax 均≥0.30，且（L1+L2）

/Lmax≥0.70 时，按凹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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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凹进示例 

17. 结构平面中部两侧收进的总尺寸与平面宽度的比值：7 度设防时，

限值一取 0.55。 

1） 如图 17（A）所示，为（Bmax-B）/Bmax 的值，一侧收进时与凹

进相同；如无填零。 

2） 翼缘两端宽度不一致（B1>B2）的工字型平面，如图 17（B），当

满足 L1/B2 和 L2/B1 均≥0.35，且 b1/L1 和 b2/L2≤1 时，可取

Bmax=B2，否则取 Bmax=B1。 

   
（A）矩形截面                 （B）两端翼缘宽度不等的工字型 

图 17 两侧收进示例 

18. 角部重叠面积与较小部分楼板面积的比值：此项适用于角部重叠

且重叠部分连接长度小于面积较小一侧长边尺寸 50%的情况。如图 18 所示，

为 A3/A2 的值。当 L/B≤2，且 Lmin/L≥0.5 时，可不计入角部重叠，按本说

明 16 条和 19 条凸（突）出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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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角部重叠示例 

19. 结构平面突出部分长度与其连接宽度的比值：针对 L 型、工字型、

T 型、Z 字型、十字型、Y 字型等非矩形平面，突出长度指与其连接宽度相

对应的长度，其比值为该平面的最大值。如无填零。 

20. 楼板有效宽度与该层楼板典型宽度的比值：7 度设防时，限值一

取 0.40，取消限值二。 

楼板典型宽度（B）按楼板外形的基本宽度计算。基本宽度一般情况下

是指在规则平面前提下相应的有代表性的宽度。 

有效宽度（B1）指实际楼板宽度，包括不需按楼板开洞考虑的部分（例

如四边剪力墙围合的不超过 2.4mx2.4m 的电梯井筒等）。 

如图 20 所示，在不同部位有其对应的典型宽度： 

                        
（A）                         （B） 

   
（C）                           （D） 

图 20 楼板典型宽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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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20（A）和（D）：B=Bmax，B1=B-b； 

2） 图 20（B）：当 b1≤0.3Bmax 时，B=Bmax-b1，B1=B-b；当 b1>0.3Bmax

时，B=Bmax-0.3Bmax，B1=B-b； 

3） 图 20（C）：当 L≥0.35Lmax 或 L<0.35Lmax 且 b1<0.3Bmax 时，B=L，

B1=B-b；当 L<0.35Lmax 且 b1>0.3Bmax 时，B=0.35Lmax，B1=B-b； 

21. 楼板开洞面积占该层楼面面积的比值：7 度设防时，限值一取

0.35，取消限值二。当楼板无大开洞，开洞面积明显不足该层楼面面积的

15%时，可填<15%。 

22. 错层高度与梁高的比值：错层高度与错层处梁高的比值，如无错

层，可填 0。对于局部较大错层，如超过梁高的错层，按凹凸和楼板开洞仍

未超过《2016 超限规定》第五条 3（2）和 3（3）B 项的规定，在超限判定

时此项可不计入（但应注明）。 

23. 楼板开洞后任一边的最小净宽（m）：不包括主体结构悬挑部分，

如无开洞，可填>2m。当此部分孔洞计入凹凸分析数据时，在超限判定中此

项可不计入（但应注明）。 

24. 框架-剪力墙、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筒中筒结构中楼层侧向

刚度与相邻上层的比值：当存在楼层层高大于相邻上部楼层层高 1.5 倍的

情况时，应按《2016 超限规定》第五条 3（4）B 项的规定，确定最不利值。

根据所选定的最不利值，限值二取 0.9 或 1.1。 

25. 单塔或多塔与大底盘质心偏心距和底盘相应边长的比值：当有多

个塔楼时，上部塔楼的质心为综合质心 。 

26. 短肢剪力墙承受的倾覆力矩与结构底部（或楼层）总地震倾覆力

矩的比值：短肢剪力墙不包括联肢墙中的短墙肢。 

27. 结构具有转换层、加强层、错层、连体和多塔的类型数： 

错层指楼面高差大于 500 时，不包括个别楼层（个别楼层指错层的楼

层数不超过上部结构楼层总数的 10%，且不连续分布时）和局部错层的情

况。 

连体指采用刚性或柔性连接，使两侧协同工作的建筑结构，不包括采

用结构措施使两侧完全独立工作的结构。 

28. 转换层等效剪切刚度（或等效抗侧刚度）与相邻上层的比值：底

部大空间为一、二层时，采用等效剪切刚度的比值，限值一取 0.50；大于

二层时，采用等效抗侧刚度，限值一取 0.80。 

29. 框支转换层楼层数：6 度重点设防类、特殊设防类和 7 度设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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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限值一取 5。 

30. 连体两端塔楼高度、体型是否显著不同：一般情况下塔楼高度相

差超过较低塔楼的 20%，视为塔楼高度显著不同；当两个塔楼采用不同的结

构类型，或结构平面采用不同形状（如矩形与 Y 型等），视为体型显著不同。 

31. 是否存在对结构性能影响较大的个别构件错层或转换：个别构件

错层或转换是否对结构抗震性能影响较大，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综合判定。

若认为其影响较小，应予以备注说明。 

32. 对于可不填或不存在的项目，制表时可删除或打斜杠“∕”。 

33. 超限自评结论：由设计单位在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分别填

写“超限”或“不超限”。下列任一情况为超限高层建筑： 

1） 表中结构高度超过限值； 

2） 表中不满足限值一任一项； 

3） 表中不满足限值二任两项及以上，或不满足限值二任一项且不满

足限值三任一项及以上； 

4） 不满足限值三任三项及以上； 

5） 属于第六条范围的高层建筑工程。 

34. 超限判定注意事项： 

1） 每项中同时含 A、B、C 等子项时，不重复计算，仅视为一项； 

2） 某项同时超限值二和限值三时，仅计入超限值二的项数。 

3） 个别楼层超过表中 3、4 项限值时，可根据其对结构性能的影响

判定是否超限，如钢筋剪力墙结构住宅类建筑的底层挑空等。 

4） 对于楼面开洞后洞边板宽不足 2m，以及局部错层（错层部位大于

梁高）时，在超限判定中，当忽略此板（与洞边加梁类似）或错

层部位楼板，按楼面开洞考虑。 

5） 表中 1A 项限值二仅针对带裙楼的塔楼（单塔或多塔）。此类建筑

当裙房以上超过 50%楼层的计算值大于 1.4 时，判定为超限值二。 

6） 表中 10 项规定内容已计入 1~6 项的除外。 

35. 超限审查结论：初步设计阶段不填写此项；施工图设计阶段由施

工图审查机构填写“超限”或“不超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