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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简介

一、研究背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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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至2017年间登陆我市风力12级以上台风18次.
 

 
 
 
 
 
 

                             图：1949至2017年珠海市历史台风登录路径图

 珠海市台风历史资料和灾害损失统计

编号 名字 巅峰时强度 登陆时间 登陆地
登录
风速
(m/s)

过程
极大
风速
(m/s)

过程降
雨量
（mm）

最日大
降雨量
（mm）

4919 / 强热带风暴 1949年9月8日 广东台山-斗门 30 - 　- 　-

5105 / 热带低压 1951年5月14日 广东台山-斗门 　- 　- 　- 　-

5508 / 热带低压 1955年7月11日 广东台山-斗门 　- 　- 　- 　-

5723 / 热带风暴 1957年10月15日 广东台山-斗门 12 20 　- 　-

5821 / 热带风暴 1958年9月2日 广东珠海 34 34 140.4 121.7

6402 VIOLA 强热带风暴 1964年5月28日 广东珠海 30 35 234.7 209.1

6415 RUBY 强台风 1964年9月5日 广东珠海 48 64 273.1 226

6605 LOLA 强热带风暴 1966年7月13日 广东珠海 23 30 185.1 91.4

6711 KATE 台风 1967年8月21日 广东台山-斗门 25 35 148.9 79

7108 FREDA 台风 1971年6月18日 广东珠海 30 35 148.6 96

7913 MARK 强热带风暴 1979年7月23日 广东珠海 25 30 162.81 124.75

8309 爱伦 超强台风 1983年9月9日 广东珠海 45 60 165.9 120.3

9108 布伦登 台风 1991年7月24日 广东珠海 30 35 55.1 44

9206 FAYE 强热带风暴 1992年7月18日 广东珠海 20 25 157.6 157.6

9316 贝姬 台风 1993年9月17日 广东台山-斗门 31.4 44.6 126.6 64.6

9910 约克 强热带登报 1999年9月16日 广东珠海 30 30 153.6 　-

1206 杜苏芮 强热带风暴 2012年6月30日 广东珠海 23 23 33.6 33.6

1713 天鸽 强台风 2017年8月23日 广东珠海 48 51.9 322.4 126.3

表1：珠海市台风历史登录资料
*（数据来源： 中国台风年鉴，中央气象台台风网）

据统计，自1949年珠海有气象资料以来，平均每年严重影响珠
海的台风约有2到3个，平均约每四年有一个台风登陆珠海。历史上
直接登陆或擦肩而过的台风，均给珠海造成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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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天鸽”卫星云图                                                                            “天鸽”台风登录路径图



研究的目的、范围及方法
研究目的

 针对珠海市建筑物抵御台风灾害的研究；

 对项目现场踏勘中，受损最严重的建筑部位展开细致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技术措施和抵御方法；

 为珠海市的建筑设计和政府管理提供借鉴和建议。

以珠海市遭受“天鸽”

台风侵袭为背景

将在强台风灾害中受损严重的外围护结构，轻

钢金属屋面，在风暴潮灾害中遭受海水倒灌的

沿海岸线建筑物地下室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1 2

研究对象研究背景

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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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查阅相关研究文献

梳理台风灾害、风暴潮灾害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对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

案例分析和复核项目设计图纸

珠海市防台风实践，通过典型项目案例的实地踏勘和调研，复核项目设计图纸，风环境模拟等工作，分析建筑围护结构

防风防渗漏设计，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以及地下室的防风暴潮措施。

给出建议

既有建筑幕墙建立可靠性鉴定的检查制度，建筑物业建立应急机制和减灾措施。

研究方法

案例分析实地调研 数值模拟图纸复核

研究的目的、范围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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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调研

现场踏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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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调研

强风灾害对珠海市建筑物的影响

“天鸽”强台风调研

 建筑物的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均无明显损坏;经过

正规设计和施工的建筑工程, 无房屋倒塌, 主体结构

甚至连严重损坏都很少。

 珠海市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质量较好, 基本能抵御

强台风的袭击。

 建筑物的外围护结构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附属于建筑主体结构上的构筑物, 如屋顶的临时搭

盖、装饰构件、悬挑较大的雨蓬和遮阳板、依附在

主体结构上的广告牌等, 在本次台风中却遭受了严

重的破坏。

 大跨度轻型屋盖遭受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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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潮灾害对珠海市建筑物的影响

 部分防洪防潮设施设施维护不到位，出现了潮水的

倒灌情况。

 珠海市区内陆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主要地

形是丘陵，海拔较低，坡度较小。以平原（占

25．5%）、丘陵（占58．68%）为主，兼有低山、

滩涂等。地势低平，河流纵横，主要靠堤围保护，

是广东省受风暴潮灾害较严重的地区。

现场踏勘、调研
“天鸽”强台风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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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框架
搭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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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大纲

第一章 研究背景

一. 台风概述

二. 珠海市台风灾害特征分析

三. 天鸽强风灾害对建筑物的影响分析

四. 天鸽引起风暴潮灾害对建筑物影响分析

五.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第二章   设计和计算方法

第三章   建筑物提升抵御措施研究

一.  建筑外围护结构防风措施研究

二.  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研究

三.  地下室防灾措施研究

第四章 建筑物业应对台风的措施分析

一. 既有建筑幕墙建立可靠性鉴定的检查制度

二. 应急机制和减灾措施

三. 风涝管理的措施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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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护结构台风的作用

结合国内相关标准、规范及文献对本课题的外围护结构台风作用计算原理及研究方法进行确定。

台风作用

外部风荷载：作用在结构外表面的外部风荷载压力

风致内压：结构外表面出现破损之后，结构内部显著增大的压力

风致碎片：也是导致外围护结构破坏的因素。

台风对外围护结构
破坏的原因

台风瞬时风速较大，外围护结构对瞬时阵风风压较敏感

瞬间增大的风致内压导致外围护结构发生破坏

强风裹挟碎片引起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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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护结构台风作用计算原理

风致内压的设计和计算

参数 规范取值 实际情况

结构内表面风荷载体

型系数

封闭建筑物，内压的取值

±0.2

在强风中当门、窗突然开敞或围护结构构件被风致碎片击破而出现洞口时，内压

会瞬间显著增大，结构内表面风荷载体型系数可达到±0.8；

设计和计算方法

12

风致碎片作用的相关检测方法

序号 条文、规范 检测内容

1 《防台风玻璃》（JC/T2165-2013） 对防台风性能的玻璃产品及试验方法作了规定

2 国家标准《建筑幕墙和门窗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分

级及检测方法》（GB/T 29738-2013）

对风速大于32.7m/s的风暴下幕墙门窗抵抗携带碎物冲击性能分级及试

验方法进行了规定

3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GB/T 31433-2015

幕墙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定义、分级指标



外围护结构台风作用研究方法

方法 优点 缺点

风洞试验 试验条件、试验过程可以人为地控制、改变和

重复、测试方便且数据精确

风洞实验造价高、动力消耗巨大，从模型创作到试验完成的周

期较长，试验都是针对特定的工程结构进行，结构模型利用率

低等

抗风揭试验 在强风、台风地区多发的沿海地区建议对金属

屋面系统工程进行静态和动态的抗风揭试验来

保证安全性。

工程检测试件的各个组成构件应根据实际工程状况选用和安装，

试件的受力状况应尽可能和实际相符，檩条间距应与实际工程

一致。否则无法验证屋面系统的设计合理性。

工程风环境仿真模拟 周期短、成本低、效率高、不受缩尺效应影响、

便于优化设计

精准度低于风洞试验

风洞试验 工程风环境仿真模拟

设计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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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风揭试验



外围护结构台风作用研究方法
工程风环境仿真模拟示例

示范项目：珠海市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模拟软件：Phoenics

模拟工况：

工况 相应工况需分析的内容 主导风向 平均风速 
（m/s）

工况1 夏季12级风速条件下的自然通风状况 E（东风） 36.9

项目概况：

珠海市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二期工程）主要为四大分区：数据楼及动力楼、

写字办公楼和生活配套公寓。建筑总高度为82.2米，地面以上19层，周围存

在裙房，处于B类地貌。

计算域：1600×1600×600 m³

边界条件：大气边界层的平均风剖面采用指数率公式： U(z)=U0•（Z/Z0)α，式中: 

U0为基准高度处的平均风速；Z0为基准高度，通常取10m；α表示地貌粗糙度指数，

B类取为0.15

网格划分：建筑表面的贴体网格面积为４ｍ２ ,网格增长率为1.1，网格数量为170

万个

计算域

网格划分

项目效果图

设计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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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护结构台风作用计算原理与研究方法
工程风环境仿真模拟示例

模拟结果：

1.5m高度风速矢量图

1.5m高度风速云图

迎风面风压系数分布图 迎风面压力分布图

背风面风压系数分布图 背风面压力分布图

模拟结果及分析：

1. 拟建建筑迎风面的近地处均为较大的正压区。

2. 拟建建筑的顶面均为较大的负压区。

3. 拟建建筑的背风面处于小负压区，并且在近地

处产生了较小的正风压，产生正风压的主要原

因是气流在建筑物近地处形成了回流.

设计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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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护结构台风作用计算原理与研究方法
工程风环境仿真模拟示例

模拟结果及分析：

4. 最大正风压都出现在迎风面的近地处及上下部交界处，建筑顶面出现较大负风

压区，这也与结构规范已有结论相吻合。此外，在侧面的上下部交界处还出现了

最大局部负风压。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交界处是由2个墙角立面和1个水平面相交

而成，形成了狭小的夹角区域及内凹区，在这一区块气流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和激

烈的涡旋，因此产生了高负压区。

    拟建建筑的风压区块分布大致平缓，但在上下部交界处出现了明显的风压集中

效应，因此在设计中需要对上下部交界这一区块进行适当的钝化或局部的结构设

计加强。

 拟建建筑模型的正负压区分布趋势和位置与《建筑结构规范荷载规范》中的给出的风荷载体型系数结果基本一致。

 通过工程风环境仿真模拟计算，可以预测在珠海市夏季主导风向条件下，建筑物风压分布的基本情况。

 模拟结果风压系数变化较大部位，采取相应的构造加强措施，才能较好的应对强台风的侵袭。

设计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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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围护结构防风渗漏措施研究
案例分析——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项目基本情况:

光大国际贸易中心建筑高度约100米，共33层，幕墙形式为隐框玻璃幕墙和铝板幕墙，玻璃为单片热反射玻璃。

主要损坏：玻璃破损，窗扇脱落

初步分析：

建设时间：建设时期为九十年代，距今已20余年

设计值：台风当日，墙角处瞬时风压超过设计值

安全隐患：结构胶和密封胶年久老化进而渗水，结构构件腐蚀生锈

面板破裂的主要原因：连接强度不足与玻璃板块本身强度不足造成

研究方法：实地勘察、进行住户调查、通过软件计算幕墙墙角区风压设计值

研究启示及建议：

①玻璃幕墙宜采用明框或半隐框构造，如采用半隐框玻璃幕墙，应有可靠的安全技

术措施，如结构胶可靠度计算，玻璃板块下设置金属托板等；

②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场所，临近道

路、广场及下部为出入口、人员通道的建筑，严禁采用全隐框玻璃幕墙。

建筑物提升抵御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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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建标[2015]38号文规定：



建筑围护结构防风渗漏措施研究
案例分析——五洲花城二期

项目基本情况:

五洲花城二期位于珠海市新香洲银桦路，总用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40万平方米，共13栋，1400多户。于

2013年底交付使用，至今交付使用不足4年，属于主城区内较新楼盘。

主要损坏：推拉窗扇脱落 

初步分析：

损坏情况：14#楼东立面外窗损坏严重，数量大，损坏方式相似。

研究方法：实地勘察、对住户进行调查、通过PHOENICS对本小区周边建筑建模，进行

风环境分析。模拟不同风向对14#东立面的风速、风压、加强系数的影响。

破损原因①建筑立面受当日风向风速以及周边建筑布局的影响，东立面风压高。

                     ②该阳台设计左侧为推拉窗、右侧为平开窗，推拉窗密闭性及安全性较差，不           

能满足台风当日风荷载。

                 ③当推拉窗被台风破坏后，台风灌入室内，客厅转角窗处本身风压高，造成少

数客厅转角窗破裂。

五洲花城2期14#东立面建筑外窗玻璃损坏

建筑物提升抵御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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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围护结构防风渗漏措施研究
（2）案例分析——五洲花城二期

风环境模拟：通过风环境模拟，该立面与周边建筑并不存在严重的风力相互干扰的群体效应

东北风1.5m高风速放大系数 东北风1.5m高模拟风速图

东北风迎风面风压图 东北风背风面风压图

启示及建议：

1）建议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通过绿色建筑

PHOENICS等研究方法进行建筑风环境分析，对

于容易受大风影响的立面提高设计标准；

2）高层建筑建议不使用推拉窗，无论是前期设计

建设，还是交付使用后的后期维护，均不应使用

推拉窗。

3）中低层建筑物使用推拉窗，应按规范要求设置

防脱落装置。

4）加强设计变更管理，对于改变设计功能和降低

设计标准的变更，应作为重点管理对象。

建筑物提升抵御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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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脱落配件能增强推拉窗扇的安全

防脱落配件根据窗扇位置和施工情况简单调整，卡口和窗框有足够的搭接量。

防止松动方法

平开窗，设置避免危险发生的配件

窗户打开时，安
全锁工作，防止
儿童坠落事故。

解除安全锁，则
可以全开，便于
清洗。

3. 在固定螺丝时，
内置撑杆，万一
螺丝松动时防止
窗扇脱落。

防止从窗户坠落 防止窗扇脱落

建筑围护结构防风渗漏措施研究
（2）案例分析——五洲花城二期

启示及建议：

 设计标准：建筑物使用平开窗型，应提高设计标准，设置防脱落装置。

 施工图审查：门窗荷载设计计算纳入施工图审查机构专项审查范围。

 设计单位：除对门窗的热工性能进行必要的计算外，还要对其抗风性能进行

验算，外门窗构件的荷载效应应根据实际情况选用风荷载、永久荷载和地震

作用的最不利组合。分别验算墙面区和墙角区的风荷载标准值，墙角区由于

局部风压体型系数变化，应加强受力杆件强度，并验算玻璃是否满足强度和

挠度要求。

 门窗由设计单位：提供完整的热工和力学计算书（包括门窗杆件，玻璃板

块）、立面分格、型材规格及安装大样。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图纸进行施工。施工单位在门窗安装前，将门窗安装的

施工工艺、防脱落、防渗漏的专项施工方案报监理单位，经总监审查批准后

方可实施。

建筑物提升抵御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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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提升抵御措施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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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吹袭后轻钢屋面的破坏情况和特征

1. 大部分被台风破坏的钢屋面，主体钢架保持完好，

但屋面压型钢板被台风揭开，与檩条脱离，破坏严重。

2. 钢屋面靠近角部，边跨的部位破坏最严重。而且通

常最开始破坏的地方也是角部及边跨，随后大面积钢

屋面会被连锁揭开。

3. 钢屋面周边有建筑或植被遮挡，地势较低时，基本

无破坏或者破坏轻微。反之，破坏严重。

4. 少数钢屋面边跨檩条出现破坏情况。

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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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钢屋面损毁灾害现场调查状况:



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研究
实际情况分析

案例分析——珠海市体育学校举重馆

图1 体育学校举重馆钢架、檩条完

好，屋面板损坏严重

图2 压型钢板拉脱

对自攻螺丝的设计强度进行计算：

1. 单根攻螺丝轴向抗拉承载力设计值为

R=0.913KN

2. 在角部风荷载最大的地方，单根自攻螺丝按

现行规范在风荷载作用下所承受的力

F=1.27KN。

3. 计算荷载值超过了螺钉承载力能力值。

4. 通过分析可知，影响螺钉承载力的因素主要

是檩条的间距、螺钉的间距及压型钢板的厚度。

案例分析——珠海市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房

图3 珠海市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厂房钢架、檩条完好，屋面板

损坏较严重

  珠海市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房采用760型，

0.5mm厚暗扣式单层压型钢板。

 由于压型钢板只是扣合在固定支座上，规范并未给出

扣合式连接承载力的计算式，只是说确保在风吸力等

因素作用下的扣合或咬合连接可靠。因此，暗扣板的

做法，目前无法从理论计算上分析承载力是否足够，

目前来看，暗扣板连接的做法没有统一的标准，质量

上参差不齐，抗风性能无可靠依据，在台风地区应当

慎用。 23



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分析

设计单位：

1. 在设计轻钢屋面时，应按照封闭式及部分封闭式两种情况进行包络设计。

2. 设计轻钢屋面时，应慎重选择地面粗糙度，审图单位应重点审核。

3. 压型钢板的连接件自攻螺丝须按照《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进行强度计算，并提出单根自攻螺丝的轴向抗拉承载力要求。

审图单位应加强审核。在施工前，质检单位应进行拉拔试验，以验证自攻螺丝的轴向抗拉承载力是否能达到设计要求。施工时须

采用带有防水密封胶垫的自攻螺钉。

4. 檩条设计时应在上下翼缘均设置拉杆，以保证翼缘的稳定，可按下图构造设置拉条。

5. 因压型钢板是最易被腐蚀的构件，压型钢板最小厚度不得小于0.6mm。

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研究

檩条在上下翼缘处均设置拉条 24



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研究

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分析

设计单位：

6.  在轻钢屋面板一定面积设置分仓或分缝，以避免局部的破坏，连带引起大面积屋面板的破坏。

7. 针对角部、边区风荷载大，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应采取构造措施予以加强。

具体的构造措施有：加密角部的檩条间距，边区设置通长抗风固定压条，加密角部、檐口、屋脊处的自攻螺丝间距。

加密角部的檩条间距，边

区设置通长抗风固定压条 加密屋脊处自攻螺丝间距 加密檐口处自攻螺丝间距

在边区设置通长抗风压条

25



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研究
轻钢屋面的提升和抵御措施分析

审图单位：

1. 严格审查钢结构所处地理位置的地面粗糙度，要求设计单位提供地面粗糙度的设计依据。

2. 严格审查自攻螺丝的承载力计算是否满足。

3. 审查压型钢板的厚度是否满足要求。

施工、监理单位：

1. 按图纸施工，对屋面连接做法施工图未提供或不清楚的地方，需及时与设计单位沟通。

2. 注意台风季节施工钢结构屋面时的抗风措施。

质检单位：

1. 重点检查自攻螺丝的间距及檩条间距，压型钢板的厚度。

2. 质检单位应进行单根自攻螺丝的拉拔试验检测，以验证自攻螺丝的轴向抗拉承载力是否能达到设计要求。

3. 检查自攻螺丝需带有防水密封胶垫。

26



地下室防灾措施研究

 当台风引发的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对海岸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调查中发现，沿海边的地下建筑物除竖向设计时口部标高处于较高位置的幸免

之外，基本都存在被淹灌的情况。

（1）“地下室风暴潮灾害现场调查状况

（2）案例分析——唐家湾半岛楼盘

海水倒灌的原因：

1. 海水受风力影响，风暴潮涌入陆地的时候，已经远远超过滨海道路的市政设计标高，海水一度往内陆方向涌入达400米纵深,不到半

小时之内，地下室已经积水超过70公分。

2.  地下室的排水泵等设施的配电房设在地下室，配电房的高度超过地下室地坪高度1米，避免了被淹断电现象，但处境仍然非常危险。

3.   台风来临对灾害估计不足，地下室出入口没有做好挡水措施。

4.    地下室口部标高比市政道路略高20公分到30公分，浪潮到地下室口部的时候，高度比市政道路高了70公分，因此海水迅速涌入。

5.    市政管网的排水能力基本瘫痪，地下室虽然进行了抽排，但水无处可去。整个海浪潮大约一小时退去后，地下室的积水才开始逐

步抽排掉。

地下室防灾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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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目总图，路面标高3.4米，车库

出入口标高3.6米，高差仅0.2米



地下室防灾措施研究
案例分析——唐家湾半岛楼盘

某地下室配电房，因设置较地下室地坪高1米，

涌入地下室的洪水持续时间短，没有对配电设

施造成伤害。

该地下室入口坡度长，口部标高高出路面标高一米，

避免了风暴潮的涌入。

案例分析——迈豪酒店

发现问题：

1.潮水涌入的速度极快，人只能在短时间逃生，非常困难；

2.水在迅速上涨过程中，留存地下室的车辆漂浮并来回碰撞，不仅会对结构和地下室设备

间门产生碰撞意外，更是对尚未逃出的人员产生安全隐患；

3.   水患期间市政已经断电，发电机房被水淹无法工作，因此地下室完全丧失了排水能力，

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水装满，人员逃生的困难加大。

4.   地下室断电后，失去了照明，留存地下室的人员无法识别逃生路径。
观光梯入地下室部分 迈豪酒店地下室发电

机房灾后现场

地下室防灾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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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防灾措施研究
（4）案例分析——金域时代

发现问题：

1. 地下室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门向外开。水灾时，水是向地下室内涌入，

对门产生很大压力，地下室内向外逃生的人打不开门。

2. 地下室内配电房在市政恢复电力后，水并没有清干净，但电缆确实带电，

造成水中带有电，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3. 排水用的集水井和抽水泵、排水管均比较小，只能适用于自来水管爆裂

而产生的积水抽排。

4. 地下室入口较多，入口两侧是栏杆，而不是实体墙，无法阻挡洪水涌入。

当事人讲诉灾害日的水淹高度及地下室疏散通

道无法打开的情况

现场图片

地下室防灾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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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抵御风暴潮措施分析

设计方面：

1.  沿海岸线地下室建筑，应充分考虑到风暴潮和洪水的水浸现象，在场地设计的时候，消浪构造需要在景观设计和场地围墙设计中得

到重视。

2. 建议临海的地下室建筑物车辆入口应设置返坡，并且高度≥900mm。同时坡道敞口段两侧应设置实体围墙，围墙高度高出地面

≥1000mm，在入口处设置防洪挡板，防洪挡板高度与侧墙平。

3.场地的地表排水须进行合理组织设计，场地的地面水不得汇向人员出入口、车辆出入口及各种风（烟）井、孔口。

4.地下建筑的入口，包括建筑物的各个出入口部应做好止水构造，止水板的高度不应小于1米，新建建筑的止水构造应在建筑墙体上做

成嵌入式的，已建成建筑改造不易在墙体上做成嵌入式止水构造的，

5.可采用安装密闭槽的方式来达到满足止水插板插入止水作用，同时

参照《广东省人民防空工程防洪涝技术标准》对民用建筑普通地下

室出口防洪设计要求，地下室疏散楼梯按防火要求须直通室外，对

于直通室外的疏散楼梯，出入口地面应高出室外地面≥500mm。

疏散楼梯出入口增设防洪挡板构造。

地下室防灾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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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抵御风暴潮措施分析

1. 出地面的各种风（烟）井，百叶窗等洞口下缘离室外地面高度不小于1000mm。

2. 与排水设备相关的配电控制箱及开关设备等，宜安装在地面以上，确需在水泵附近安装的设施，应选用防水类型。

3.  地下室配电用房的标高不低于地下室地坪标高1.2米。配电房出入口须增设防洪挡板构造。

4. 临近海边地块的地下建筑规模较大时，宜在地下室中央区域增设人员紧急避难出口，或者结合采光井做逃生窗，鼓励设置下沉庭院。

5. 发电机房是市政电路出现问题后，地下室排水的唯一可靠电源提供场所，因此在口部设计时候需要做到防水（水密门）、防压，而发

电机房内需要有能够直接通向地上部分的单独应急出口，防止水淹期间值守人员被困机房内。可结合发电机房的排风井设置钢爬梯作

为应急疏散通道。

6.新建地下室和老旧建筑没有自然采光的地下室，建议加装光通设备，可以在白天断电情况下，成为地下室照明的保障。

建筑物业管理：

1. 悬挂红色风球时，做好一切地下室口部防洪措施，停止一切车辆和人员的进入。

2. 加强台风和暴雨期间的地下室管理，尽量避免人员在不安全时刻下到地下室，电梯均停留在地面以上位置。

3. 加派人员对地下室口部的值守，以及电源管理，避免出现人员发生意外。

地下室防灾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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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幕墙建立可靠性鉴定的检查制度

检查重点：

1. 采用干挂石材、铝板幕墙、玻璃幕墙的外墙；

2. 设有GRC线条的外墙、遮阳外装饰架、空调室外机架等室外

构件等；

3. 幕墙门窗开启扇；

4. 幕墙门窗主龙骨等受力构件及连接构造；

5. 雨水渗漏情况；

6. 其他影响房屋安全的隐患及不良行为。

建筑物业应对台风的措施分析

定期安全检查周期：

1.  从工程交付使用第10年起，每3年进行一次定期安全检查；

2. 对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仍继续使用的既有建筑幕墙，应按安

全性鉴定报告规定的周期进行定期安全检查，但最长不应

超过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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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业应对台风的措施分析
应急机制和减灾措施 风涝管理措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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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结论

1. 通过对台风灾害后进行实地踏勘和调研总结出风灾易损建筑部位有：在强台风灾害中受损严重的外围护结构，轻钢金属屋面，强风灾害

的损伤形式主要是构件局部破坏，玻璃等脆性材料炸裂，外围护结构大面积破损或剥落，开启扇坠落等。以及风暴潮灾害中遭受海水倒

灌的沿海岸线建筑物地下室。

2.  强风作用除了要需要计算作用在结构表面的外部风荷载，还要考虑外围护结构破损后引起的风致内压和强风裹挟风致碎片对建筑外围护

结构的威胁。

3. 分别对轻钢屋面，外围护结构，和沿海岸线建筑物地下室，进行了台风灾害的损伤分析和研究，概括出每一类建筑部位的台风灾害受损

形式和特点，通过现场踏勘和核查受灾较严重的典型项目的设计图纸，分析了其各自损伤的原因，并给出了抵御的措施。

4. 应用数值风洞的方法，模拟得到项目细致分区的风压力系数分布数据，结合国家标准，技术规范等，可以预测在珠海市夏季主导风向条

件下，建筑物风压分布的基本情况，对拟建建筑的风压系数变化较大部位，在进行结构计算时对这些交界区域予以加强，并采取相应的

构造加强措施，以应对强台风的侵袭。

5.   针对建筑设计的抗灾能力，提升地下室建筑在遇到风暴潮和洪灾时候的抵御能力，将地下室建筑在抵御灾害的措施形成与珠海市相关特

点的设计建造要求，并对现状地下室改造，同时提高新建地下室建筑的抗灾能力。

6.   进一步提高对建筑玻璃幕墙门窗安全防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安全防范责任意识，既有建筑幕墙建立可靠性鉴定的检查制度，切实

做好建筑玻璃幕墙检查工作，组织开展业主自查和物业服务单位日常巡查，建立健全台风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预案体系，严格整改监

督制度，全力做好防汛、防台的安全工作。
34



结论与建议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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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类
别

序
号 内容

轻
钢
屋
面

管
理
措
施

1 设计单位：
1.施工图中须注明压型钢板的厚度、镀层重量、涂层耐中性盐雾时限、紫外灯老化时限。
2.施工图中须注明压型钢板的自攻螺丝直径、间距、单根自攻螺丝的抗拉承载力，并提供计算书。如采用扣
合式或咬合式，则施工图中须注明，施工前扣合式彩钢板须进行抗风压试验，并注明最大试验荷载。
3.地面粗糙度须慎重选择。
4.计算封闭式建筑的钢屋面时也须按封闭式及部分封闭式两种情况进行包络设计。

2 审图单位：
1.审核压型钢板是否执行了《建筑用压型钢板》GB/T 12755。
2.审核施工图中压型钢板的自攻螺丝是否满足《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
3.审查轻钢屋面建筑的地面粗糙度的选取是否合理。
4.对大型复杂公共建筑的钢屋面，计算时是否按风洞试验的试验数据进行了计算。

3 质检单位：
1.检查压型钢板的厚度、镀层重量、涂层耐中性盐雾时限、紫外灯老化时限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2.检查压型钢板的自攻螺丝直径、间距。并进行单根自攻螺丝的拉拔试验。
3.如压型钢板采用扣合式或咬合式连接，须对其进行抗风压试验。



结论与建议
建议

36

36

专
业

类
别

序
号 内容

轻
钢
屋
面

管
理
措
施

4 监理单位：
1.检查压型钢板、自攻螺丝直径、间距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5 施工单位：
1.检查施工图是否设计了压型钢板、自攻螺丝。如有不明确的地方，须及时与设计沟通。
2.台风季节施工钢屋面时，须做好应对台风的措施。

6 压型钢板厂家：
1.须提供压型钢板厚度、镀层重量、涂层耐中性盐雾时限、紫外灯老化时限检验合格证。
2.采用扣合式或咬合式压型钢板的厂家还需提供抗风压荷载数据，并提供检验合格证。

技
术
措
施

1 压型钢板执行《建筑用压型钢板》GB/T 12755，钢板厚度、镀层重量、涂层耐中性盐雾时限、紫外灯老
化时限均应满足规范要求。

2 压型钢板与檩条连接的自攻螺丝执行《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须按规范计算复核自攻
螺丝的承载力。

3 当采用压型钢板与檩条连接方式为扣合式或咬合式时，必须提供可靠的设计和计算依据，否则限制使用。

4 偏保守选择地面粗糙度。

5 对体型复杂的公共建筑，须进行风洞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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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墙
外
门
窗

管
理
措
施

1 严格贯彻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标[2015]38号文

2 严格执行幕墙施工图审查制度

3 将外门窗工程深化设计纳入施工图审查范围 

4 加强设计变更管理

5 加强外窗进场检测和安装管理

技
术
措
施

1 编制符合珠海市气候条件的建筑幕墙门窗地方标准。

2 编制《珠海市既有建筑幕墙安全检查技术导则》

3 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通过绿色建筑PHOENICS等研究方法进行建筑风环境分析

4 开启扇增设防脱落装置。

5 对施工图进行重点审查：建筑物所处地面粗糙度类别，分别验算墙面区和墙角区的风荷载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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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下
室
建
筑

管
理
措
施

1 加强物业管理措施：悬挂红色风球时，做好一切地下室口部防洪措施，停止一切车辆和人员的进入。 

2 加强应急措施及构造的技术要点施工图审查

3  推动老旧建筑地下室抵抗风灾改造的措施和政策研究

4 推动地下室设备用房风灾影响下的安全措施研究

5 推动满足规划条件下非人防地下室的人员被困逃生研究

技
术
措
施

1 编制符合珠海市气候条件下地下室设计要求的的标准与准则内容

2 编制符合珠海市气候条件下风压取值系数的标准，并纳入到标准与准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