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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结构时变抗力及其动力可靠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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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抗震结构的动力反应以及结构的随机性与时变性 , 提出了结构的抗力时变模型以及相应的

结构时变可靠度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对结构维护与评估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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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凝土结构的时变抗力模型

　　长期以来 ,许多学者对混凝土强度的时变规

律进行了研究 ,对早期强度的预测已取得了较大

进展 ,但对后期强度的预测尚处于研究阶段 。设

Rh(0)为混凝土构件在建造初期数年后趋于稳定

的强度 , R g(0)为钢筋的初期强度。在忽略早期

强度提高的条件下 ,混凝土后期强度和钢筋强度

的预测表达式可分别写为
[ 1 ,2]

:

Rh(t)= Rh(0)(1 -8×10-7 t 3) (1)

Rg(t)=R g(0)(1 -2.2×10-6 t 3) (2)

　　据固体力学理论 ,材料的弹性模量与强度的

1/3次方成线性关系 ,因此材料的弹性模量预测表

达式分别为:

Eh(t)=
3

1 -8×10-7 t 3Eh(0) (3)

Eg(t)=
3

1 -2.2 ×10-6 t 3Eg(0) (4)

式中 , Eh(0)和 Eg(0)分别为混凝土和钢筋的初

始弹性模量。

2　抗震结构的时变可靠度计算公式

抗震结构的可靠度研究必须考虑地震发生的

概率性质 。在一定的年限内 ,地震发生的次数 、时

间 、空间及强烈程度都是随机的 ,通常可采用地震

危险性分析对场址所在地区一段时间内遭受地震

作用的可能性进行估计。

设 P f(R(t)<S(t) a)表示在烈度 a 下结

构失效的条件概率 ,则结构在使用期限内发生破

坏的概率可表示为[ 3] :

P f =∫
∞

0
P f(R(t)<S(t)|a)f(a)da (5)

式中 , S(t)和 R(t)分别为结构的反应与抗力;

f(a)为结构物在使用期间内最大地震强度参数

的概率密度函数。

常用的离散型时变可靠度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P f=∑
j
(P f)j(R(t)<S(t) Ij)P(Ij) (6)

式中 , P f 为抗震结构在使用期内发生破坏的概

率;P(Ij)为场地所在地区及在结构使用期限内

Ij 烈度发生的概率;(P f)j 为在 Ij 烈度地震作用

下结构失效的条件概率。

抗震结构在使用期限内的时变可靠度PS为:

PS =1-P f=∑
j
(P f)j(R(t)≥S(t) Ij)P(Ij)

(7)

3　结构的随机地震反应分析

实际的地震地面运动加速度是一非平稳随机

过程 ,常将其简化为平稳随机过程 ,进一步还可假

定为高斯平稳随机过程
[ 2]
。

水平地面峰值加速度与加速度反应的标准差

之间的统计关系可表示为:

A = rσ̈x
g

(8)

式中 , r 为峰值因子 , 取决于期望交零率和持时

Δτ。

　　考虑随机时变结构多自由度体系振动方程:

M(t){̈y}+C(t){﹒y}+K(t){y}=

　　收稿日期:1999_10_05.

DOI :10.13203/j.whugis2000.03.018



-M(t){I}̈x g (9)

对于弱时变结构体系 ,采用振型分解法 ,结构的反

应可表示为:

　　　　{y}=∑
n

j=1
{Υτ}jqj(τ, t) (10)

式中 ,{Υτ}j 为第 j振型状态反应;qj(τ, t)为第 j

振型广义坐标 。假设阻尼为正交阻尼 ,利用振型

的正交性得第 j 振型广义坐标的振动方程 ,进而

求出相应的结构反应的统计量 。

若考虑地震地面运动从开始 、主震到自然衰

减的全过程 ,其随机过程只有作为非平稳过程才

能比较正确地反应实际的地震 。若将非平稳过程

平稳化 ,一般地 ,地震动加速度可表示为:

Ag(t)=g(t)̈x g(t) (11)

式中 , ẍ g(t)是平稳过程;g(t)是表征非平稳性的

时间包线 。

4　结构承载能力的时变可靠度分析

在计算随机时变结构“小震不坏”的可靠度

时 ,就是对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进行其弹性范

围内承载能力的可靠度分析。采用首次超越破坏

机制 ,则有[ 4] :

PS i(Δτ)=P{maxS i(t)≤R i(t)∩ minS i(t)≥

-R i(t), t ∈ [ τ, τ+Δτ] } (12)

　　取反应超越安全界限的事件符合泊松假定 ,

则有:

PS i =exp
-Δτ
2π

exp
-R i

2

σ
2
Si
+exp

-﹒R 2
i

σ
2
S i

(13)

对于多层建筑可取楼层剪力作为控制指标。第 i

层剪力Qi 及其导数 ﹒Q i的标准差分别表示为:

　　　

σQ
i
=∑

n

j=1
(∑

n

l=j
ω2jΥjlml)σqj

σ﹒Q
i
=∑

n

j=1
(∑

n

l=j
ω2jΥjlml)σ﹒qj

(14)

第 i层最大剪力的统计量可表示为:

E[ max Qi] =P iσQi

σ[ maxQi ] = f iσQi
(15)

式中 ,P i 、f i为峰值因子 。

5　抗震结构基于时变破坏准则的时
变可靠度分析

　　破坏准则的研究 、破坏机理的分析以及破坏

指标的确定 ,对于合理地进行结构的可靠度分析

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提出几种有代表性的时变

结构的时变破坏准则和时变可靠度的分析方法。

1)随机时变强度破坏准则

随机时变强度破坏准则的定义为:随机时变

结构受力大于允许承载能力而导致其破坏 。“小

震不坏”的可靠度分析是基于强度破坏准则而进

行的 ,但塑性变形仍在发展。故基于强度破坏准

则的可靠性分析 ,即结构的承载能力的可靠性对

于延性结构只是反应其进入塑性状态的概率 ,并

不代表抗震结构破坏的概率。但是 ,由于一般结

构的设计均不采用承载能力状态设计方法 ,因此 ,

基于强度破坏准则的可靠度分析是以概率为基础

的抗震设计方法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

2)随机时变变形破坏准则

因为结构的总体或层间位移超过了变形指标

而导致其破坏 。变形破坏准则比强度破坏准则评

价抗震结构的破坏情况更为接近实际 。实际上 ,

剪切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地震反应 S 和极

限变形指标R(均指层间最大位移角),在任一时

刻 t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对于剪切型结构 ,认为

每榀框架具有统一的层间位移角 ,各柱的层间位

移角为相同分布。将柱子的极限变形指标视为层

间变形极限指标 ,可按柱子的剪跨比来确定其破

坏的临界最大位移角统计量:

μR =5.496 4 +(20.752 5+ 2 -q
1+0.5 q

)e0.1q

(16)

σR =0.364 2μR (17)

式中 , q为柱子的剪跨比 。

当地震地面运动强度为 A 时 ,持时 Δτ内结

构层间最大位移反应 Xmi=max{xi}的统计 ,层间

最大位移角 S i 地震反应的统计量为:

μS i =E[ X mi] /H i (18)

σS i =σX m
i
/Hi (19)

式中 , Hi 为第 i层层高 。

因此 ,在考虑了荷载效应及抗力的随机时变

性时 ,第 i 层结构发生破坏的概率为:

P f i =P(R i(t)<S i(t)|A , Δτ)=

1-Υ(β(Δτ)) (20)

β(Δτ)=ln
1 +V 2

S
i

1+V
2
R
i

·
μR

i

μS
i

/

ln(1 +V
2
R
i
)(1 +V

2
S
i
)

VR
i
=σR

i
/ μR

i
, VS

i
=σS

i
/μS

i

式中 , μ、σ分别为均值与标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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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认为结构的任何一层发生破坏 ,则整个结

构发生破坏 ,那么结构的可靠度 PS 应在下式所

表达的范围内[ 3] :

　　　　∏
n

i=1
PS

i
≤PS ≤min

n

i=1
PS

i
(21)

式中 ,PS
i
为第 i 层的可靠度 。

算例　取文献[ 5]中的例子 ,天津地区某钢筋

混凝土框架厂房在建成初期有关参数列于表 1 。

表 1　某钢筋混凝土框架厂房有关参数

Tab.1　Some Relative Parameters on the Plant House

with Reinfo rced Concrete F rame

层次
计算层高

/ cm
计算质量

/ kg
计算刚度

/(kN·cm-1)

阻尼比

/ξ

1 497 1 020　 85.66 0.05

2 433 980 66.10 0.05

3 400 775 48.87 0.05

　　采用反应谱法计算 ,求得相应的第一自振周期

T =1.06s ,振型参与系数 η=1.319 ,第一振型向量

Υ={0.374 ,0.699 ,1};取地震持续时间Δτ=10s ,按

多遇地震的影响系数曲线及反应谱计算公式 ,求得

层间最大剪力 Qm 的统计量见表 2。

表 2　层间最大剪力的统计量/ kN

Tab.2　Statistic Values of Maximum Shear

between Layers/kN

层次 E[ Qm] σQ
m

1 227.39 18.44

2 178.50 14.44

3 89.31 1.24

　　当取时变抗力 φ(t)=1-8×10
-7
t
3
,不同的

初始界限 λ1=1.5σQ
m
, λ2=2σQ

m
, λ3=2.5σQ

m
时 ,

求得结构底层柱子的时变可靠度见表 3。

从计算结果可知 ,随着结构抗剪强度的衰减 ,

结构的抗剪可靠度也会减小。而对于不同的界限

值 ,结构的时变可靠度及衰减程度是不同的 ,本例

中可靠度的最大衰减幅度可达 12.57%。

表 3　某厂房顶层柱子时变可靠度

Tab.3　Time_dependent Reliability of Colume in Top

Layer of the Plant House

t/ a 0 10 20 30 40 50

Rτ/ kN 294 293.7 292.1 287.6 278.9 264.6

PS(λ1) 0.84 0.844 0.839 0.821 0.792 0.739

PS(λ2) 0.97 0.970 0.969 0.962 0.949 0.917

PS(λ3) 0.99 0.996 0.996 0.995 0.992 0.983

6　结　论

基于随机过程 、结构动力学以及结构可靠度理

论 ,研究了抗震结构的时变可靠度问题 ,提供了相

应的结构时变可靠度计算公式。结果表明 ,该方法

对于结构的可靠性预测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此

外 ,它还可用于抗风结构的时变可靠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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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ynamic Reliability on Aseismic Structure

Based on Time_dependen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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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inforced concrete is a very complex material in structural construction.Even the con-

crete st reng th will increase in early time , with the time change this streng th usually decreases.Al-

so the steel st rength in reinforced concrete w ill decrease w ith t ime variation.However , for a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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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e time_dependent property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has no t been considered important ly in

design and research of structure engineering.In this paper the time_dependent resistance models

on concrete and steel decrease strengths are int roduced.If the initial st reng th of concrete increased

can be neglected , the time_dependent strength of concrete and steel in reinfo rced concrete can be

composed by means of a time variable function and the ini tial streng th.

The probability characteristic of earthquake occurre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fo r analyzing a-

seismic structure.In a certain period the time , space , number and intensity of earthquake are all

random variables.The general method for evaluating earthquake effect is an analysis procedure of

earthquake risk.The safety probability of structure under the earthquake ef fect can be expressed

by a probability integ ral.The integral functions are composed by the failure condition probability

of st ructure and probabili ty density function of maximum earthquake parameter.

Structural dynamic response of earthquake effect actually is a non_stationary stochastic pro-

cess ,which can be simplified as a stationary process.Under this assumption the vibration equation

of multi_degree f reedom structure can be analyzed by the mode superposition method.Usually , the

earthquake acceleration expressed by the time function and a stationary process should be consid-

ered in random dynamic response of earthquake acting on const ruction structures.

To insure “no failure under small earthquake ef fect” , the capacity of aseismic st ructure w ithin

the elastic region is studied , and first passage failure model is applied.If the passage event meets

the Poisson assumption then the reliability integral can be expressed simply.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analysis of criterion ,mechanics and index of failure in structural relia-

bility evaluation.In this paper tw o typical failure cri teria are proposed:one is random time depen-

dent streng th criterion , and the other is time dependent deformation cri terion.Bo th failure criteria

can be used as the boundary of reliability analysis in const ruction structures.The whole reliability

of t ime_dependent st ructure is also studied in this paper.

Finally , an engineering structure example is given.The time dependent reliability is compu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 action time of earthquake is sho rt , then the maximum shears be-

tween layers of the st ructure are used as load response.The shear resistance of the st ructure ap-

pears obviously decreased wi th the time change.In this ex ample several dif ferent kinds of bound-

aries are given by computing the time_dependent reliability .

The method and theo ry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g ive a practical w ay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depending on the time variation.

Key words　reinfo rced concrete;time_dependent resistance;dynamic response;reliabil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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