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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穿斗式建筑为我国古建筑结构三大样式之一,这部分建筑多以民居的形式分布在我国西南的农村地区。本文介绍了

一种低成本、简便高效的安全鉴定方法用于准确评估建筑物的危险性,并以具有代表性的贵州本寨穿斗式建筑为例。笔者首
先前往实地进行测绘和调查,然后遵循《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2016 的鉴定原则逐一分析各组成要素的损坏程度和确定
危险点,并采用全数检测鉴定的方法统计待鉴定的构件,再根据分层危险性判定及整体结构危险构件综合比例判定法得出危险
构件综合比例,最后根据危险性等级做出建设管理策略。
[关键词] 穿斗式建筑；安全鉴定；建设管理策略
引言

使用木料和石料就创造出当地的民居千姿百态的样子,硕大

随着我国建筑活动的不断发展,建筑活动已经进入建

的垂花门和精美的壁画与雕刻画美轮美奂,门前的石狮和柱

设与维护并重时期 [1],既有建筑正逐步面临损坏和维修的

础体现出石匠的雕刻造诣；临街的外墙由大石块堆积,房间

问题,需要安全鉴定的建筑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种

里内墙的形式丰富多变,鲜有覆盖性装饰的立面不仅尽可能

趋势也推动了古建筑安全鉴定的发展。房屋安全鉴定在确

地呈现出建筑本身朴实的美,还易于通过肉眼直接观察房屋

定房屋安全的同时也是保证修缮作业安全的基础,往往建

结构的破损程度。虽然在使用过程中曾遭到人为的破坏,但

筑的其中一个构件破坏会发生一系列的反应,从而引起成

本寨还是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9]。

倍的破坏。房屋安全鉴定是为保证建筑正常使用诸多措施
的一项,即在建筑竣工交付使用开始直到建筑物报废拆除
为止的整个运营阶段所采取的维护管理的一部分,安全鉴
定的意义不仅使鉴定人员直观且快速地了解整个房屋的破
损情况,还是后续加固维修工作的基础。目前对于古建筑安
全评价主要有数值模拟评估以及依据现有标准和规范进行
安全鉴定两个大方向 [2],后续的研究 [3]-[6] 在两种传统方法
的基础上做出改进并不断的创新。JGJ125－2016《危险房
屋鉴定标准》作为我国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的行业
标准,相比上一版(JGJ125－99)标准的基础上有一定程度
的修改,将以往学术课题常用的隶属度计算公式取消,采用
分层危险性判定及整体结构危险构件综合比例判定法代替
了原标准的模糊综合评判法[7]。有鉴于此,新标准发出的鉴
定信号需要详细解读,基于新标准的案例分析是非常有必
要的。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条件下,通过《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图1

穿斗式木结构建筑

我国古建筑大多具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特点,随着

JGJ125-2016 条文与案例相结合,以普遍适用、简单高效、

多年的使用和实践其建筑本身具有一定相似性的特点。本寨

低成本投入为导向,解析标准中的新方法在实际操作过程

的建筑在文化表达和建筑形式表达上就具有较强的相似性,

中出现的问题。

单个建筑案例的分析有较为突出的借鉴意义。于是,笔者选

1 本寨建筑概况

取了本寨的一栋建筑作为案例进行研究。案例为一进四合院

本寨位于中国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距离省会贵阳市约

落,属穿斗式结构建筑,有上下两层,这种结构的房屋素有

85km。明朝朱元璋在贵州施行“调北填南”的移民政策,因

“没有基础的房子”之誉[6]；因建造时有抵御外敌的防御性

防御需要在本寨建立起屯堡,南迁的移民把江淮的住居文化

需要,建筑的外墙和局部内墙使用石头砌筑,木结构与石砌

和平安富足生活愿望带到了屯堡聚落中[8]。本寨的选址尤为

体墙相辅相成,在结构上又呈现出木石结构的特点。案例临

讲究,极具道家思想。村落三面环山,山水之间耸立的石头寨

街的外墙向外倾斜并开裂(见图 2),裂缝长度 1.4m,最大裂

子与自然景观和谐的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画面。本寨建筑

缝宽度超过 10mm,内墙有一处完全损坏,门窗有不同程度的

建于明清两代,多为穿斗式木结构建筑,如图 1。工匠们仅仅

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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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本寨鸟瞰图

从个体来分析,穿斗式结构的建筑本身没有建造基础,
省去了通过实体构件鉴定地基的危险性。然而,建筑的不均
匀沉降需要得到极大的重视。建筑一层楼地面与院落均采用
石板铺装,地基发生不均匀沉降会通过石板表面的凹陷或者
凸起清晰地分辨出来；不仅如此,建筑外墙的底部与街道的
边界同样以石板铺装,当发生不均匀沉降时也可以通过肉眼
观察来判断。经鉴定,案例建筑未见不均匀沉降,地基安全性
良好。
3.2 上部结构危险性鉴定
首先,案例的墙体应根据其受力特点的不同应划分分不同的
图2

危险点图片

2 安全鉴定方法的概述
标准适用于高度不超过 100m 的既有房屋的危险性鉴定,
安全鉴定的方法按照两阶段三层次进行,并采用危险构件综
合比例法得出百分比结果,根据结论判定危险性等级。两阶
段包括地基与基础及上部结构的危险性鉴定,三层次即是构
件、楼层与房屋的危险性鉴定。
值得一提的是地基评定的结果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力。

构件类型。墙体根据房间的不同需求呈现出不同的墙体类型,
虽然这些墙体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此类墙体仅拥有填充功能,
并不承担竖向荷载,属于围护结构。同时,本案例建筑建造于
两柱之间的墙体具有较为独立的整体性,并不像砌筑的墙体
那样以一整面墙的尺寸绘制轴线,加上墙体本身也不承担竖
向荷载,将此类墙体划分为围护结构。考虑到围护结构的重
要程度最低,有鉴于此,这部分墙体按照一片墙作为一个构

地基一旦被评定为危险状态的房屋将被评定为 D 级[10],即不

件。值得注意的是,在组成同一个自然间的四面墙体中会出现

再进行后续上部结构的危险性评定,该房屋视为整栋危房。这

不同样式的墙体,这种情况带转角的砌筑墙体仍按照一层、一

是本次标准在评定原则上与其他相关标准保持一致的地方。

个自然间的一轴线为一个构件计算,在统计时不影响计算结

另外,应该选择一套科学适宜的计数方法。本次标准的修

果。因此,A 轴交③～⑤轴具有防御功能的外部砌筑石围墙同

改有很大程度集中在上部结构危险性鉴定,具有不同规格及

时也作为二层木结构的基底,也是组成建筑的一部分,所以按

不同样式的构件在计算过程中统计为单位以个计数的数学符

照 砌 筑 的 横 墙 划 分 为 一 个 构 件 。 于 是 ,ndw1=0,nw1=40 ；

号。运算思路宜采用从左至右、先上后下,或借住类似于此的
有固定顺序的方法,避免因构件布置复杂引起的漏算和错算。
3 案例的安全鉴定
3.1 地基危险性鉴定
从整体来看,本寨的选址格局同时满足战乱之时备战防御
和粮食补给的需要,寨子本身借助地势避免了夏季多雨导致涨
水带来的涝灾,加之寨子与山体之间存在安全距离和厚实高耸
的石墙保护(见图 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冲潜在山体滑坡和
泥石流带来的冲击力。本寨的布局一直趋于相对稳定,使用至
今未见有因环境灾害引起的毁灭性破坏,场地安全性较高。

ndw2=1,nw2=42。
其次,承重构件需要根据新的计算规则变化进行分类。
穿和枋将柱子连接成排架,经过加工的木料在特征上也基本
保持一致,排架之间又通过檩条连接,承重构件之间的合理
咬合保证了建筑的整体性。因此,柱子在危险点判定时需要
注意的是上层与下层的破损具有不可替换的意义。根据建筑
抗震要求布置柱的位置划分为中柱、边柱、角柱,并赋予不
同的权重系数。柱的柱子的危险点评定时还考虑了柱础的偏
移和完整性,使柱础和柱子形成一个受力整体。另外,柱子之
间的穿和枋同样也不承担荷载,按照围护结构计算；一层木
梁利用榫卯结构连接,每一个柱间搭设的木梁以跨为单位计
算。则有 npc1=7,nsc1=12,ncc1=11；npc2=2,nsc2=14,ncc2=21。
3.3 案例安全鉴定的结论
在根据本案例建筑的特点简化计算流程和删减未涉及
的项目。第一,建筑本身未有基础层,则鉴定过程中不存在基
础层危险性鉴定,无需将此鉴定环节并入到整体结构危险构
件的计算；第二,上部结构楼层危险性鉴定过程中没有涉及
到屋面板(瓦屋面),ndsi 和 nsi 为零。
构件的重要程度体现在方程式中构件所附的权重值。梁
柱和承重墙体拥有较高的权重值,其余构件次之。整体计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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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7*1+1)/(3.5*9+2.7*28+1.8*32+2.7*11+1.4*51+
41+7+2+82)=9.3‰,R 小于 5%,应评定为 B 级,该建筑处于比
较安全的状态。

5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标准的方法对同时存在石砌体和木结构两种
建筑结构类型的建筑进行分析,解读穿斗式建筑的结构构成

根据结果发现,有局部的构件破损尚无法构成整体建筑

与标准中术语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鉴定标准的术语将建筑

的破坏,此时建筑的危险性低；一定数量的低权重构件损坏

构件翻译成为运算数字。这样一来,有助于穿斗式建筑在安全

不会大幅加大 R 值。不同部位分别汇入的构件工程数量根据

鉴定时避免“计算出来的危房”
。然而,此方法在构件的统计

房屋样式是有规律可循的,所列项目的数量因结构的样式不

方法和危险点确定上仍有一定缺陷,有待进一步研究来完善。

同存在着倍数关系,这也是穿斗结构形式建筑的特点。
本次计算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案例根据寨子的地
势和街道的弯曲进行设计,一栋建筑紧挨着相邻的建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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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转向主动维护,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发散出目的性
更强的维护方法,为维护方法开拓新思路。

11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