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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土木工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袁往往也是众多灾害的温床遥 首先给出了灾害的一般定义袁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土木工程灾害的概念袁阐述其特点尧分类尧成因及其防御技术遥 土木工程灾害本
质上是由于土木工程抗灾能力不足导致的遥 不当的选址尧不当的设防尧不当的设计尧不当的施工尧不
当的使用和维护管理都会造成土木工程抗灾能力的不足遥 许多所谓的自然灾害袁包括伴随着地震尧
风尧洪水尧滑坡尧泥石流等自然现象发生的灾害袁本质上都是土木工程灾害遥 土木工程灾害在世界各
地频繁发生袁是众多灾害中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一类灾害遥 强调指出了只有依靠土木工程方法袁人
类才能减轻和防御包括许多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土木工程灾害袁并论述了研究与防御土木工程灾害
的主要目标和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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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袁各种灾害就相伴而生遥 灾害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遥 从现代
科学角度来观察袁灾害是导致人类生命尧财产尧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失并超越了承灾体承受能力的突发事件遥

本文对灾害的定义强调了灾害的 源 个重要属性遥 第一袁灾害事件是针对人类及其聚居群落或社会来说的袁没
有人类就没有所谓的灾害遥 在地球上出现人类之前袁尽管宇宙尧天地之间存在剧烈的变化和运动袁但是不会

形成任何灾害遥 第二袁灾害的表现是损失袁主要是对人类及其社会造成的损失袁一般来说包括人的生命渊 含

肉体和精神冤 尧财产袁以及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的损失遥 第三袁存在损失的阈值区袁即并非所有
的损失都是灾害曰只有当损失达到并超过一定程度渊 阈值区冤 袁亦即超过了承灾体的承受能力渊 包括物质和精

神两方面的承受能力冤 袁才能形成灾害遥 比如袁普通仓库的突然坍塌袁道路翻浆沉陷袁车辆剐蹭袁家庭遭遇偷

盗等等不幸事件袁都会造成损失袁但未必导致灾害遥 灾害的阈值区主要取决于承灾体的抗灾能力和承受能

力遥 比如袁一次车祸可能给若干家庭带来灾难袁但在城市尺度上并不会构成城市的灾害曰而另一方面袁在一次
破坏性地震中总会有幸免于难的个体或家庭袁但在城市尺度上却往往会造成灾害遥 因为灾害阈值区的存在袁
防灾减灾工作的目标不一定需要完全避免损失袁也可以考虑将损失降到承灾体可以承受的水平遥 第四袁灾害
事件的突发性遥 灾害事件有突发和缓发的区别遥 前者犹如突发的破坏性大地震袁瞬发的大面积山体滑坡袁民
航飞行器遭遇不明袭击或坠落等等曰后者如持久超量的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袁大气污染导致的城市雾
霾袁超量的森林砍伐或过度的草原放牧导致的荒漠化袁长期过量的废料排放导致下游湖泊藻类迅速繁殖等等
最终形成的灾害遥 突发与缓发是相对的遥 所谓野 突发冶 通常是指灾害事件出乎人们或社会的意料而突然爆
发袁而野 缓发冶 是指灾害事件的发生早在人们的预料之中遥 突发性灾害爆发时间短袁造成的损失明显袁更由于
其突发性给人们造成的心理打击难以承受袁导致的灾害后果更趋严重遥 缓发灾害的发生一般来说是一个长
期演变过程袁公众和社会舆论对其后果早有预料袁心理上也有所准备袁因此相对来说对人们正常生活秩序的
冲击也较少遥 突发和缓发的灾害袁在其发生的机理袁酿成的后果以及防治的手段尧方法等诸方面都有明显的
区别遥 本文只讨论突发性灾害遥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袁灾害渊 灾情袁凿蚤泽葬泽贼藻则冤 是致灾体渊 澡葬扎葬则凿冤 和承灾体渊 澡葬扎葬则凿 遭藻葬则蚤灶早 遭燥凿赠冤 这一对矛盾

相互作用尧相互角力的结果遥 其中袁致灾体是矛盾的一方袁是形成灾害的外因遥 它既可以是自然现象袁如地

震尧暴雨尧洪水尧干旱尧瘟疫等袁也可以是人为因素袁如技术失误袁行为失当袁甚至战争尧恐怖袭击等恶意行径遥
承灾体是致灾体作用的对象袁是损失的载体遥 在过去袁灾害的形成被简单地理解为致灾体对承灾体的单向作
用袁没有致灾体就没有灾害 咱员暂 袁甚至认为致灾体本身就是灾害遥 沿袭这一逻辑袁灾害就经常被按照致灾体的

不同进行分类遥 比如袁将灾害分为自然灾害渊 由自然致灾体引起的冤 和人为灾害渊 由人类行为引起的冤 两大
类遥 这种观点片面地强调了致灾体在整个灾害系统中的作用袁忽视了承灾体的抗灾尧减灾和避灾的能动作
用遥
灾害是致灾体和承灾体相互作用的结果遥 当致灾体的作用超过承灾体的抗灾能力时袁就会演变成灾害曰
反过来袁当承灾体的抗灾能力超过致灾体的作用时袁灾害就不会出现袁或被大大减轻遥 在致灾体和承灾体这
一对矛盾中袁致灾体固然是导致灾害的重要因素袁但是它的作用容易被夸大遥 尤其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袁致
灾体被认为是天意袁是人类无法抗拒的遥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袁致灾体是导致人类灾害的重要原因袁但绝不
是决定性原因遥 决定性原因是承灾体的抗灾能力遥 首先袁并非所有的致
灾体都必然导致灾害袁比如荒岛上的火山喷发尧沙漠无人区的特大地震袁
由于那里没有人类及其社会袁没有承灾体袁并不会引发灾害曰其次袁人类可

以利用自身的力量袁特别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来抗灾尧减灾遥 比如袁可
以通过提高建筑和土木工程设施的抗震能力来减轻地震灾害遥 在日本尧
美国和智利等许多国家袁即使在人口密集区发生中等规模的袁甚至强烈的
地震袁也不一定引发灾害遥 可见袁灾害只是致灾体的一个子集袁是致灾体

和承灾体的交集渊 图 员冤 遥 人类很难控制或者改变致灾体袁特别是自然界
的致灾体袁但是人类可以对致灾体产生的原因和机制进行研究袁对其出现

图 员摇 灾害系统

云蚤早援 员摇 阅蚤泽葬泽贼藻则 泽赠泽贼藻皂

的风险做出科学的评估渊 如地震断层活动性分析尧台风的运行轨迹分析等冤 袁并为工程建设提供与抗御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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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作用相关的技术参数渊 如设计地震动参数尧海啸区划等冤 遥

员摇 土木工程灾害
员援 员摇 定义
长期以来袁一直按照致灾体将灾害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两大类袁并将自然灾害分为院渊员冤 地质灾

害要要要由岩石圈产生的致灾体引起的灾害袁如地震尧泥石流尧滑坡尧火山喷发曰渊圆冤 气象灾害要要要由大气圈尧水
圈中形成的致灾体引起的灾害袁如台风尧龙卷风尧干旱尧蝗灾尧森林火灾尧暴雨尧洪涝灾害曰渊猿冤 生物灾害要要要由

生物圈中形成的致灾体引起的灾害袁如瘟疫尧虫害遥 人为灾害也同样可按致灾体进一步分为三类院渊员冤 技术
原因致灾袁如核事故尧危险品爆炸曰渊圆冤 行为过失致灾袁如恶性火灾尧交通事故尧燃气爆炸曰渊猿冤 恶意行径致灾袁
如战争尧动乱尧恐怖袭击遥
在灾害系统中袁人类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遥 有时候他是承灾体袁是灾害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曰有时候
他成了致灾体袁是制造灾害的元凶曰更有时候他同时是承灾体和致灾体袁在灾害系统中扮演双重角色遥 土木
工程也是兼具致灾体和承灾体双重特征的典型例子遥 在许多灾害中袁土木工程往往首先在外界渊 如地震尧风
等荷载冤 的作用下扮演承灾体的角色袁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渊 如缺乏抗力冤 导致其结构失效或倒塌袁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袁进一步扩大了灾害的损失和范围袁从而扮演了致灾体的角色遥 美国纽约世贸大厦遭遇

怨员员 恐怖袭击突出地体现了土木工程的双重角色遥 恐怖袭击显然是致灾体袁被袭击的相关人员和土木工程

设施都是直接的承灾体袁然而当后者因缺乏抗御能力而倒塌时袁便演变为致灾体并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渊 图 圆冤 遥

再如袁在破坏性地震中袁土木工程设施首先是地震作用的承灾体袁如果土木工程设施缺乏必要的抗震能

力袁就会发生破坏甚至倒塌袁从而演变为致灾体袁进一步酿成人员伤亡以及更大的财产损失渊 图 猿冤 遥 土木工

程的失效和倒塌袁是实际地震灾害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最主要原因遥 如 员怨苑远 年 苑 月 圆愿 日凌晨发生的

苑援 愿 级唐山地震将唐山市区夷为平地袁怨园豫 的单层砌体房屋倒塌袁愿缘豫 的多层建筑倒塌 咱圆暂 袁直接造成了惨重
的人员伤亡遥 员怨怨缘 年日本阪神地震造成 远 源猿源 人死亡袁其中约 愿园豫 死于房屋倒塌遥 在神户市内的约 圆 源缘远

名死者中袁圆 圆圆员 人死于地震发生后 员缘 皂蚤灶 之内 咱猿暂 遥 此外袁土木工程失效还会造成生命线系统的中断袁如交

通系统的中断会阻碍救援袁清洁水源的中断会妨碍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袁从而可能造成疫病的流行袁使灾情
进一步扩大遥 圆园员园 年发生在海地的 苑援 园 级地震直接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遥 地震发生 怨 个月后爆发了霍乱疫
情袁又夺走了超过 愿 园园园 人的生命遥 土木工程失效还会造成各种设施的损坏遥 建筑燃气管线的破坏可能引

发严重的火灾遥 阪神地震发生后袁神户市内木结构住宅密集的长田区爆发严重的火灾袁近 苑 园园园 栋建筑焚
毁袁造成 源园园 多人死亡 咱猿暂 遥

图 圆摇 对建筑设施的恐怖袭击的灾害演化示意图
云蚤早援 圆摇 耘增燥造怎贼蚤燥灶 燥枣 贼藻则则燥则蚤泽贼 葬贼贼葬糟噪 凿蚤泽葬泽贼藻则泽

摇

图 猿摇 地震灾害演化示意图

云蚤早援 猿摇 耘增燥造怎贼蚤燥灶 燥枣 藻葬则贼澡择怎葬噪藻 凿蚤泽葬泽贼藻则泽

可见袁在许多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中袁土木工程既是主要的承灾体袁其失效又会演变为重要的致灾体遥
尤其是在地震灾害中袁土木工程失效是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最主要原因遥 然而在目前的灾害理论中袁
土木工程因失效尧失稳甚至倒塌成为致灾体袁成为地震灾害的真正元凶这一客观事实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遥 包括地震灾害在内的许多自然灾害并不是自然现象直接造成的袁而是土木工程原因造成的遥 无视
这一现实必将找不到正确的防灾和减灾方法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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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原因袁本文提出野 土木工程灾害冶 的概念并揭示其本质遥 众所周知袁土木工程是承载人类文
明的重要设施袁但它也会破坏人类的文明袁甚至给人类带来灾难遥 所谓土木工程灾害袁是指由土木工程原因
导致工程失效尧失稳而引发的灾害遥 野 土木工程灾害理论冶 并不否定自然现象渊 如地震冤 和人类行为渊 如恐怖

袭击冤 作为致灾体的属性遥 但它们终究只是形成灾害的必要条件袁其未必一定是造成灾害的充分条件遥 土
木工程本身的弱点袁导致其本身失效并进而演变为更严重灾害的致灾体袁是许多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发生的
根本原因遥
土木工程灾害有以下两个特点遥 首先袁土木工程的失稳和失效使其演变为致灾体遥 其次袁土木工程方法
是防御和减轻土木工程灾害的主要手段遥 关于第一点袁上文已作阐述遥 关于第二点袁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减轻

土木工程灾害袁其实质就是使土木工程具有足够的抗灾能力袁从而减少其演变成致灾体的可能性遥 仍以地震
灾害为例加以说明遥 圆园园愿 年 缘 月 员圆 日发生的 愿援 园 级汶川地震渊 矩震级 苑援 怨袁震源深度 员源 噪皂冤 是我国继唐山
地震后又一次大规模破坏性地震遥 地震造成 苑怨远援 苑 万间房屋倒塌袁圆 源缘源援 猿 万间房屋损坏袁汶川映秀被夷为

平地遥 截止 圆园园愿 年 怨 月 员愿 日袁地震共造成 远怨 圆圆远 人死亡袁员苑 怨圆猿 人失踪遥 不到两年之后的 圆园员园 年 圆 月 圆苑
日袁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智利中部近海发生 愿援 愿 级地震袁震源深度 猿缘 噪皂遥 地震共造成 源 栋建筑倒塌袁缘园 余栋

建筑损坏遥 缘圆缘 人在地震中死亡袁圆缘 人失踪袁其中绝大多数死于海啸遥 圆园员园 年智利地震的震级更大袁造成的
伤亡却远远小于汶川地震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袁比如智利人口密度仅约为四川省的 员 辕 苑袁智利地震的震源深
度也相对较深袁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房屋建筑抗震能力的差异遥 这直接反映在倒塌房屋数量上悬殊的差距遥
智利地震的经验充分说明袁通过土木工程方法袁提高土木工程的抗震能力袁就可避免土木工程演变为致灾体袁
实现有效减轻地震灾害的目标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有的灾害袁例如建筑火灾袁表面上看起来其造成的损失与建筑物的抗火能力密切相关袁但
事实不尽如此遥 建筑火灾导致生命财产损失的最重要原因是燃烧中形成的烟气和高温袁而往往与土木工程
在大火中是否失效的关系并不大遥 即使有时高温可能造成土木工程失效袁或者倒塌袁甚至引发爆炸袁造成人
员伤亡遥 但这并不是大多数火灾损失的主要因素遥 高温可以直接造成人类烧伤甚至死亡袁烟气更是在火灾
中造成人员伤亡的最主要因素渊 图 源冤 遥 员怨怨源 年 员圆 月 愿 日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大火袁造成 猿圆缘 人死亡遥 死亡

原因均为毒气尧灼烧和踩踏袁而友谊馆建筑结构并未在火灾中倒塌遥 圆园园园 年 员圆 月 圆缘 日洛阳市东都商厦发
生特大火灾事故袁造成 猿园怨 人死亡遥 调查显示袁所有 猿园怨 名死者均死于烟气中毒窒息 咱源暂 遥 可见袁虽然提高房
屋建筑的耐火性能有助于减轻火灾中由土木工程失效导致的人员伤亡袁但防止建筑结构在火灾中倒塌并非
防御和减轻火灾的主要手段遥 与之相比袁采用消防等非土木工程方法尽早地发现火情尧报警火事尧限制火灾
的发展和蔓延直到扑灭火灾袁是更重要的减轻火灾的对策遥
员援 圆摇 分类
根据造成土木工程失稳和失效的外部原因不同袁可将土木工程灾害划分为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和与人为
因素相关的两大类渊 图 缘冤 遥 除了上文已经介绍的地震灾害中的土木工程灾害之外袁在其他许多自然致灾体

作用的环境中也同样存在土木工程灾害遥 比如袁在大风作用下输电塔的破坏导致电网供电中断袁造成经济损
失遥 圆园园愿 年我国南方出现极端严重的冰雪天气袁造成许多厂房倒塌袁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遥 人为灾害

中的土木工程灾害则可以进一步分为由技术事故尧行为过失和恶意行径导致的土木工程灾害遥

图 源摇 火灾演化示意图

云蚤早援 源摇 耘增燥造怎贼蚤燥灶 燥枣 枣蚤则藻 凿蚤泽葬泽贼藻则泽

摇 摇

图 缘摇 土木工程灾害的分类

云蚤早援 缘摇 悦造葬泽泽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糟蚤增蚤造 藻灶早蚤灶藻藻则蚤灶早 凿蚤泽葬泽贼藻则泽

员援 猿摇 土木工程抗灾能力不足的原因
土木工程是由人类设计尧建造尧使用和维护的遥 因此袁不论是与自然环境相关的还是与人为因素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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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灾害袁其成因总是土木工程自身抗灾能力的不足袁是人类知识欠缺或行为疏忽的直接后果遥 土木工
程抗灾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可大致归纳为以下 缘 个方面遥
渊员冤 不当的选址

有地震活动断层穿过袁或者易发生滑坡尧泥石流等地质现象袁易发生严重不均匀沉陷的场地等均不适于
进行工程建设遥 对于建设在这样的场地上的工程袁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方法防止可能发生的灾害袁或者防灾成
本过高难以承受遥 为此袁目前通常的做法是躲避或远离这类高危场址遥 汶川地震中的重灾区北川县城是潜

在的滑坡与泥石流的高发地区袁是典型的不利于进行工程建设的场地遥 在 圆园园愿 年汶川地震中袁北川县死亡

员缘 远源远 人袁失踪 员 园圆猿 人袁约占汶川地震死亡与失踪人口总数的 员 辕 缘遥 位于大山深处的北川县城也在地震尧滑
坡尧洪水尧泥石流等多种灾害的影响下严重毁坏遥 地震后北川县城周边山体松动袁更易遭受滑坡和泥石流的

袭击遥 圆园园愿 年 怨 月 圆源 日一场暴雨突袭北川袁引发的大规模泥石流掩埋了北川县城废墟袁包括正在筹建的北
川地震博物馆袁并造成临时安置的大量人员死亡渊 图 远冤 遥 圆园员猿 年 苑 月 怨 日一场 缘园 年一遇的洪水将北川县城
原址完全淹没 咱缘暂 遥 如果汶川地震后选择在北川县城原址开展恢复重建袁其后果不堪设想遥

图 远摇 圆园园怨 年 怨 月泥石流过后的北川县城

云蚤早援 远摇 月藻蚤糟澡怎葬灶 悦燥怎灶贼赠 葬枣贼藻则 凿藻遭则蚤泽 枣造燥憎 蚤灶 杂藻责贼藻皂遭藻则 圆园园怨

某一场地是否适宜工程建设有时也

非一成不变的遥 最近袁圆园员缘 年 员圆 月 圆园 日

员员 时 源园 分深圳市光明新区恒泰裕工业

园区发生滑坡袁覆盖面积约 猿愿 万平方米袁
造成 猿猿 栋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受损
渊 图 苑冤 遥 截止 员圆 月 圆员 日 员愿 时袁滑坡造

成 愿缘 人失联遥 本文写作时救援工作仍在

进行袁最终的伤亡人数仍未确定遥 初步调
查表明袁此次滑坡并非原有山体造成袁而
是 圆园员源 年 圆 月设立的临时堆积的淤泥渣

土在长 期 的 雨 水 浸 泡 和 冲 击 下 造 成 的遥
然而在恒泰裕工业园区建设之初袁这些致

图 苑摇 圆园员缘 年 员圆 月深圳市滑坡事故中被掩埋的建筑渊 来源院百度百科冤
云蚤早援 苑摇 月怎则蚤藻凿 遭怎蚤造凿蚤灶早泽 蚤灶 造葬灶凿泽造蚤凿藻 蚤灶 阅藻糟藻皂遭藻则 圆园员缘 蚤灶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糟蚤贼赠
渊 杂燥怎则糟藻院 月葬蚤凿怎 月葬蚤噪藻冤

命的堆土并不存在遥 这一事件说明袁人类的行为已经有可能极大地提高建设场地的灾害危险性袁使原来安全
的场址变为滋生灾害的不当选址遥
渊圆冤 不当的设防

提高土木工程的设防水准是提高其抗灾能力袁减轻土木工程灾害的有效手段遥 受经济条件限制以及对
地震危险水平的误判袁员怨苑远 年唐山地震发生时袁唐山市几乎覆灭袁其根本原因是全城的所有土木工程设施和
建构筑物对地震几乎完全不设防袁唐山市被称为一座对地震不设防的城市遥 圆园员园 年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海

地地震发生时袁震中所在地海地首都太子港同样是一座未进行抗震设防的城市遥 在这两次地震灾害中袁地震
固然是致灾体袁由不当的设防导致的大量土木工程的失效更是造成惨重灾难的直接原因渊 图 愿冤 遥

即使进行了设防袁但设防标准过低袁也会因为土木工程抗灾能力不足而导致失效遥 圆园园缘 年 员圆 月山东威
海尧烟台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大雪袁造成大量厂房垮塌渊 图 怨冤 遥 根据我国现行叶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曳 咱远暂 袁威海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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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愿摇 未进行抗震设防的城市在地震中的破坏

云蚤早援 愿摇 阅葬皂葬早藻 贼燥 糟蚤贼蚤藻泽 怎灶枣燥则贼蚤枣蚤藻凿 葬早葬蚤灶泽贼 藻葬则贼澡择怎葬噪藻 澡葬扎葬则凿泽

和烟台的 缘园 年基准期的基本雪压分别为 园援 源缘 噪晕 辕 皂圆 和 园援 源园 噪晕 辕 皂圆 遥 而 员圆 月 猿 日 圆园 时至 员苑 日 员源 时袁威

海市累计降雪量达到 愿园援 圆 皂皂袁雪压达到 园援 愿 噪晕 辕 皂圆 袁远大于设计采用的基本雪压遥 遭遇超越设防标准的荷

载作用袁是造成大量轻钢门式厂房垮塌的直接原因遥

图 怨摇 雪灾中的土木工程失效

云蚤早援 怨摇 云葬蚤造藻凿 泽贼藻藻造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泽 怎灶凿藻则 澡藻葬增赠 泽灶燥憎

渊猿冤 不当的设计

适当的设防水准体现了对致灾体的认知水平和经济实力袁合理的设计则体现了应对灾害荷载的技术水

平遥 在 圆园员圆 年哈尔滨市阳明滩匝道桥侧翻事故中袁虽然官方将其定性为由车辆严重超载而导致的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袁但该桥在结构设计上的缺陷也不容忽视遥 侧翻桥段共有 猿 跨遥 将 猿 跨的 源 个桥墩从 员 原 源 编号遥

源 个桥墩均为独柱式袁但 员尧源 号墩和 圆尧猿 号墩的柱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设计渊 图 员园渊 葬冤 袁渊 遭冤 冤 遥 当 源 辆大货

车同时行驶在匝道桥的外侧车道时袁会对桥面板产生较大的偏心弯矩作用遥 员尧源 号墩的墩头设计比较稳定袁
可以通过桥墩自身的受弯能力抵抗这一弯矩渊 图 员园渊 糟冤 冤 遥 但 圆尧猿 号墩在柱头通过橡胶垫支撑桥面板袁基本

上不具备任何抗侧翻的能力渊 图 员园渊 凿冤 冤 遥 侧翻桥段实际上就像扁担一样搭在比较稳定的 员尧源 号桥墩上袁中
间另有 圆尧猿 号墩两个不能抵抗侧翻的支点遥 除车辆严重超载外袁桥梁整体抗侧翻能力不足也是导致事故的
直接原因 咱缘暂 遥

除了设计质量问题之外袁不当的设计更多地来自于人类知识的误区或不足遥 抗震工程正是在一次次地

震灾害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遥 在 员怨远愿 年日本十胜冲地震中袁大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中的框架柱发生脆性
破坏 咱苑暂 渊 图 员员冤 袁这使得人们认识到箍筋对于保证钢筋混凝土构件延性的重要作用遥 日本在 员怨苑员 年对抗震

规范的紧急修订中袁增加了对钢筋混凝土柱进行箍筋加密的条文遥 这一规定沿用至今袁并为包括我国在内的
许多国家的抗震规范普遍采用遥 员怨怨源 年美国北岭地震暴露出了延性钢框架结构梁原柱连接节点脆性断裂的

问题遥 随后工程界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袁提出了形式多样的新型连接节点以解决这一问题 咱愿暂 遥 圆园园愿 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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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园摇 垮塌的阳明滩大桥中不当的设计 咱缘暂

云蚤早援 员园摇 阅藻泽蚤早灶 凿藻枣藻糟贼泽 蚤灶 糟燥造造葬责泽藻凿 泽藻早皂藻灶贼 燥枣 再葬灶早皂蚤灶早贼葬灶 月则蚤凿早藻 咱缘暂

汶川地震中大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发生底部薄弱层破坏袁再次引起了我国土木工程界对柔弱底层结构的

抗震能力和确保框架结构野 强柱弱梁冶 机制的重视 咱怨暂 遥 人类的土木工程设计水平是逐步提高的遥 土木工程
灾害既是对工程抗震能力的检验袁也是提高设计能力的机会遥

图 员员摇 八户市高等专业学校教学楼在 员怨远愿 年日本十胜冲地震中的破坏 咱苑暂

云蚤早援 员员摇 阅葬皂葬早藻 贼燥 贼藻葬糟澡蚤灶早 遭怎蚤造凿蚤灶早 蚤灶 匀葬糟澡蚤灶燥澡藻 凿怎则蚤灶早 员怨远愿 栽燥噪葬糟澡蚤鄄韵噪蚤 藻葬则贼澡择怎葬噪藻 咱苑暂

渊源冤 不当的施工

合理的施工过程和合格的施工质量对于确保实现设计意图至关重要遥 违规施工经常会酿成安全事故遥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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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怨 年 远 月 圆苑 日袁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莲花河畔小区一幢在建的 员猿 层楼房突然发生整体倾倒袁并导致 员 名
施工人员死亡渊 图 员圆冤 遥 调查表明袁房屋倾倒的主要原因是房屋南侧正在开挖车库基坑袁而北侧在短期内堆

土过高袁房屋两侧土体压力差过大造成房屋桩基破坏袁并导致房屋倾倒遥

图 员圆摇 不当施工造成的高层住宅倒塌

云蚤早援 员圆摇 悦燥造造葬责泽藻 燥枣 葬 澡蚤早澡鄄则蚤泽藻 葬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遭藻糟葬怎泽藻 燥枣 蚤皂责则燥责藻则 糟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

施工质量差也会引发土木工程失效遥 圆园园愿 年 员 月 圆圆 日袁湘西凤凰县在建的堤溪沱江大桥突然坍塌渊 图

员猿冤 袁造成 远源 人死亡袁圆圆 人受伤遥 大桥全长 猿圆愿援 源缘 皂袁为连拱石拱桥遥 这种结构体系鲁棒性较差袁对工程材

料尧施工工艺要求很高遥 事故调查表明袁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主拱圈砌筑材料不满足设计和规范要
求袁砌筑工艺也不符合规范规定遥
渊缘冤 不当的使用与维护管理

在土木工程建成投入使用之后袁使用和维护管理上的疏忽也会造成土木工程失效遥 圆园园苑 年 远 月 员缘 日

凌晨袁位于广东省西江干流下游的九江大桥遭受一艘 圆 园园园 吨级运沙船的撞击袁约 圆园园 皂 长的桥面垮塌袁正

在桥面上行驶的 源 车坠河袁怨 人失踪袁交通严重受阻渊 图 员源冤 遥 调查表明袁桥梁本身在设计和施工方面不存在
质量问题袁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运沙船违规操作驶入非主航道遥

图 员猿摇 坍塌的堤溪沱江大桥

云蚤早援 员猿摇 悦燥造造葬责泽藻凿 遭则蚤凿早藻 燥增藻则 阅蚤曾蚤贼怎燥 砸蚤增藻则

摇

图 员源摇 九江大桥在船舶撞击下垮塌渊 来源院悦云孕冤

云蚤早援 员源摇 悦燥造造葬责泽藻凿 允蚤怎躁蚤葬灶早 月则蚤凿早藻 怎灶凿藻则 泽澡蚤责 蚤皂责葬糟贼 渊 孕澡燥贼燥 遭赠 悦云孕冤

土木工程灾害的成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遥 比如袁上文图 怨 所示的轻钢厂房在持续暴雪下的倒塌固然与

过大的雪荷载有关袁但轻钢厂房本身鲁棒性差袁屋面系统刚度小且极易发生平面外失稳袁也是造成此类结构
大面积坍塌的原因遥 因此这一土木工程灾害也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不当的结构设计遥 土木工程灾害的成因有
时也是相互关联的遥 比如最近发生的深圳滑坡事故袁堆土垮塌是直接的致灾体袁但它并非不可抗拒的自然现
象袁而是人类行为造成的遥 如果对渣土的垮塌风险进行科学合理的监测与评估并及早采取有效措施袁滑坡本
是可以避免的遥 因此袁这次事故中不当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当的管理造成的遥
需要强调的是袁无论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土木工程失效尧失稳以致形成灾害袁都可以通过袁或者说只能通过
土木工程方法来减轻和防御遥 减轻与防御土木工程灾害的方法袁也就是与上面提到的导致土木工程灾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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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遥 即袁正确的选址袁正确的设防袁正确的设计袁正确的施工袁以及正确的使用与维护
管理遥 因此袁能否通过土木工程方法减轻灾害袁防止土木工程演变为致灾体袁可以作为判断是否是土木工程
灾害的依据遥 再以前面提到的建筑火灾为例袁一般来说建构筑物和土木工程袁甚至它们的失效尧失稳不是造
成建筑火灾的致灾体袁也不能单纯地依靠设计或建造坚固的土木工程来防止和减轻火灾袁由此可以判断通常
的建筑火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木工程灾害遥

圆摇 土木工程灾害及其防御的研究
圆援 员摇 目标
研究土木工程灾害及其防御的科学袁不只涉及土木工程的各个学科袁更与许多新兴的学科和领域紧密相
关袁是当今土木工程学科和灾害防御学科中十分重要尧十分活跃尧且极具挑战性的科学内容袁也是推动土木工
程发展的最积极的动力遥 研究土木工程灾害及其防御的目标有二袁一是搞清土木工程在灾害荷载作用下的
损伤机理曰二是搞清灾害演变机理袁有效减轻城乡土木工程灾害遥
搞清损伤演变机理袁一方面必须搞清灾害性荷载渊 致灾体冤 对土木工程的破坏作用曰另一方面必须搞清
土木工程在灾害性荷载作用下的破坏机理遥 实现这一目标的标志是能重演土木工程的破坏现象遥
从服务社会的角度来讲袁搞清灾害演变机理袁减轻灾害袁保障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是研究土木工程灾害
的终极目标遥 实现这一目标的标志是城乡土木工程抗灾能力的全面提高遥 这一目标的实现显然不完全是科
学技术范畴内的任务袁也会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尧防灾教育尧行政监管效能尧法律法规尧乃至居民生活习俗等方
方面面的内容遥
圆援 圆摇 关键科学问题

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上袁要实现土木工程灾害及其防御的最终目标袁需要研究和解决以下 源 个方面的关键

科学问题遥

渊员冤 灾害性荷载的破坏作用

以地震为例袁灾害性荷载就是地震荷载遥 人类对地震荷载破坏作用的认识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遥

圆园 世纪初将其视为等效的水平静力荷载袁奠定了最初的工程抗震设计的基础遥 随后逐渐认识到它与工程结

构动力特性的关系袁发展并经历了反应谱理论袁时程分析理论袁非线性动力反应理论等等袁并且已形成了目前
抗震设计规范体系中的主流地震荷载表达方式遥 随着实际地震动数据的不断积累袁关于地震动破坏作用的

研究也不断进步遥 世界各国学者已提出数十种量化地震动破坏作用的指标袁足以反映地震动破坏作用的复
杂性和人们对地震动的破坏作用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遥
渊圆冤 灾害性荷载的区划和危险性分析

对灾害性荷载进行区划的目的袁在于研究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袁以满足工程上的抗灾设计需
要遥 但是对灾害性荷载进行区划依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遥 仍以地震为例袁地震动参数区划是抗震设
防的基础袁合理制定区划图是减少土木工程灾害的基础遥 它涉及地震危险性的评估理论尧地震动衰减模型以
及局部场地影响等等科学问题遥 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处于初级的阶段袁仍以经验为主袁得到的结果存在
明显的不确定性和离散性遥

渊猿冤 土木工程在灾害性荷载作用下的反应特征与损伤机理的研究

这既是增强土木工程抗灾能力以有效地避免其演变为致灾体的科学基础袁又是实现上文提及的野 重演
土木工程的破坏现象冶 目标必须跨越的科学壁垒遥 人类对土木工程损伤反应特征的认识也经历了从线弹性
到非线性的发展袁并尝试从力尧位移尧能量袁以及多种参数组成的综合参数来阐释其破坏机理和定量描述其地
震反应性态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已发展了多种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方法遥 在这方面数值模拟具有明显的优势
和更好的发展前景遥 目前袁对土木工程损伤的模拟袁特别是考虑其在强非线性阶段的多维地震动作用下的数
值模拟的研究正在起步袁值得注意遥

渊源冤 提高土木工程抗灾能力的工程措施和设计规范研究

这是提升土木工程抗灾能力的最重要的保障袁也是体现从防灾科学过渡到防灾工程和实践的重要环节遥
与探索科学问题不同袁工程要求安全可靠袁经济实用袁简单有效袁操作规范遥 对于土木工程问题而言袁不仅要
提供基于定量计算的科学设计参数袁更要考虑基于实际经济条件的合理技术措施遥 从服务社会的角度来讲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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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各个问题的研究成果的最终归宿是编制科学合理的工程抗灾设计规范遥 不言而喻袁从形成规范到
真正提高土木工程的抗灾能力之间还需要诸如体制尧监督尧管理等环节的协同努力袁但已超出本文讨论的
范围遥

猿摇 结语
土木工程灾害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一种灾害袁是我国城镇化建设务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袁也是推动灾
害防御科学和土木工程科学发展的最积极动力遥 为了深化对土木工程灾害的认识并有效减轻其损失袁尚有
大量的科学尧技术和工程问题有待解决遥
土木工程灾害的发现和提出强调了土木工程因失稳尧失效而从承灾体演变为致灾体的属性袁土木工程方
法之所以能减轻灾害的本质就在于它能有效阻断土木工程演变成致灾体的路径袁从而突显了它在防御和减
轻灾害方面的决定性的作用遥 目前出现在自然界中的大量致灾体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袁人们还难以预测其
发生的可能性遥 相比之下袁依靠土木工程方法提升土木工程的抗灾能力具有很强的可控性和可操作性袁这使
得土木工程方法对于以地震灾害为代表的许多自然和人为灾害都是最有效的标本兼治的减灾方法遥 其重要
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遥
研究土木工程灾害的最终目标一是搞清损伤机理袁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曰二是搞清成灾机理袁减轻灾害袁
保障人民的安全遥 实现前一个目标的标志是能够重演土木工程的破坏现象曰实现后一个目标的标志是土木
工程的抗灾能力得到提升遥 为达到这些目标袁从事土木工程领域教学尧研究尧设计尧施工和建造尧使用尧维护的
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责任重大遥 本文同时也为政府灾害管理部门对减轻各种灾害袁尤其是像地震灾害这
一类的所谓自然灾害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效的解决途径遥
渊 本文为叶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曳 和叶 自然灾害学报曳 共同特邀文章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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