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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设计师视角解读相关《通用规范》及结构工程师

综合能力提升与工程案例解读分析 

各有关单位： 

随着近年来新规范的不断颁布与实施、在设计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应广大设计人

员的要求，我单位特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学者魏利金教授对里面的关键性条文及热点问

题结合已经实施的《全文强制通用规范》以设计师视角探讨、交流，通过典型案例分

析的形式对结构工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读，同时并对目前工程中遇到的一些规范尚

未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解答.此次内容涉及近期诸多新规范、标准、诸多设计概念和设

计思路，复杂结构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设计分析等方面解读通俗易懂，系统翔实、

工程案例极具代表性，阐述观点独到而精辟，有助于相关人员全面系统理解规范、标

准、设计概念和设计思路等的实质内涵，更有助于尽快提高设计综合能力，保证工程

质量与安全。 

一、培训对象 

各设计院（所）及结构、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检测和监测、施工图设计

审查等单位的相关技术人员 

二、培训时间及地点 

2022 年 04 月 15 日-17 日 贵阳市       (15 日报到，16-17 两天上课) 

三、特邀授课专家  

   魏利金:资深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业界知名工程专家学者、国家首批一级注册

结构工程师，历任结构总工、总监。社会兼职：住房建设部（科研）系列正高级（教

授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评审七委员之一、北京勘察设计协会注册结构工程师培



 

训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建筑结构》杂志特邀审稿专家、地基基础创新

联盟结构咨询顾问、全国地产界总工之家咨询专家。1985 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1985~2009 年在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院工作，2010 至今一直在民用建筑设计院

从事总工工作。 

长期从事结构设计、施工图审查和设计咨、顾问优化工作，组织并负责设计过多

项国外、国内大型工程，对所从事的专业具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先后结合工

程疑难撰写发表 40 多篇专业技术论文（论文设计面极广：超高层、混合结构、高层

钢结构、高耸结构、特种构筑物、抗震设计研究、加固改造，大型工业厂房等领域）；

近年先后带领团队完成 5 项复杂超限高层建筑抗震审查工程。独著《建筑结构设计常

遇问题及对策》2009 年出版发行、独著《建筑结构施工图设计与审图常遇问题及对策》

2011 年出版发行，独著《建筑结构设计规范疑难热点问题及对策》2015 年出版发行，

2018 年出版发行《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版）工程案例解读；2020.10

出版发行《结构工程师综合能力提升与工程案例》一书，合著《现代建筑结构技术新

进展》2004 年出版发行。2009 年至今先后受邀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及部分设计院进

行过专业培训授课，主要结合自己撰写的书及新版规范应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

累计近 110 多场次。 

作为特邀专家参与多项规范、图集编制评审工作及一些复杂工程的方案评审工作。

在工程加固改造方面获得部级重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在工程设计方面获得多项优

秀结构设计奖及创新奖,2017 年荣获总工之家“地产领域突出贡献奖”。 

  据学员反馈，魏教授知识渊博，平易近人，讲课风趣幽默，课后都成为非常要

好的学术界朋友，对于大家平时设计中遇到问题都非常热心答复。 

本次交流中专家预留答疑时段，现场破解设计方面的难题。(请参会人员提前总结

问题发送邮箱至 447409970@qq.com 以便专家解答。) 



 

 

四、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主要涉及以下 2 个方面，第一篇 由设计师视角解读建设工程全文强制

性《通用规范》应用解读及工程案例分析；第二篇 如何尽快提升工程师综合能力精

华版 

第一篇  由设计师视角解读建设工程全文强制性《通用规范》应用解读及工程案                 

例分析 

为使广大建设工程技术人员能够更好、更快地理解、掌握、应用和执行 2021 已

经发布的《通用规范》条文实质内涵，作者以近 40 年的工程设计实践经验，结合典

型工程案例，由设计视角全面系统的解读《工程结构通用规范》相关条文，给与诠释

其内涵，析其理、明其意。强制性条文的文字表达具体逻辑严谨、简练明确的特点，

且只作原则规定而不述理由，对于执行者和监管者来说可能只知其表，而未察其理。

全文内容全面、翔实、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供建设工程相关从业人员参考使用。

主要涉及以下规范及标准 

1、《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2021 应用解读及工程案例分析 

2、《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应用解读及工程案例分析 

3、《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应用及工程案例分析 

4、《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2021 应用及工程案例分析 

5、《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55008-2021 应用及工程案例分析 

6、《建筑结构可靠性统一标准》（GB50068-2018）的一些思 

7、《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1499.2-2018 引起的一些

思考 

8、如何正确看待《地下结构抗震设计标准》GB/T51336-2018   



 

9、 如何看待《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JGJ476-2019   

10、关于地下车库无梁楼盖垮塌的一些分析思考 

第二篇   结构工程师综合能力提升诸多经典内容解读 

第 1 章 《抗震规范》VS《地震动区划图》  

1、 近几年世界地震发生情况如何 

   2 、由 2019.6.17 日我国四川宜宾市长宁县 6.0 级地震想到的一些问题 

3 、 我国地震区划图编制历史 

4、 地震区划图防控风险作用 

5 、新区划图实施的重大意义 

6、 第五代区划图的几个亮点 

7 、 北京地区主要变化 

8 、不同场地类别特征周期选取问题 

第 2 章  现行规范的一些疑虑及印刷错误 

1 、正确合理理解应用规范 

2 、现行规范应用中发现的一些错误及理解偏差  

3 、如何正确理解《规范》用词的实质内涵？ 

4、《规范》正文与条文说明、各种手册、指南、构造措施图集、标准图集如何

正确应用理解 

第 3 章 面对各种规范、标准、技术措施、图集、某些大型院的一些规定问题如何理

解 

 1  、关于结构高宽比合理认定问题 

 2 、 关于《技术措施》2009版（混凝土结构）2.6.5-1 的正确理解问题 

3 、 关于地下结构外墙土压力计算问题的思考 



 

4 、《抗规》对无梁楼盖有这么一条但被多地误解 

5 、 某市审图机构对设计单位提出共性问题的答复 

第 4 章  对一些《规范》比较含糊的条款进行分析及解读 

1.如何 正确 理 解 《规范》 条 文和条文说 明 ，合理把握规范用词? 

2.如何正确理解《抗规》3.3.3 条（强条） 

3.如何正确理解 《抗规》3.4.1 条文说明表 1 中周期比大于 0.9？ 

4.如何正确理解 《抗规》3.4.4 条 1 款  规则性判断问题？ 

5.如何正确理解 《抗规》3.4.4 条 2 款不规则地震剪力放大问题？ 

6.如何正确理解《抗规》3.10.3 条 （强条） 

7.如何正确理解《抗规》4.1.8 条（强条） 

8.如何正确理解《抗规》6.1.1 条文说明：框架-核心筒结构中，“部分“一词？ 

9.如何正确理解《抗规》6.1.2 表 6.1.2 中数据不连续的问题？ 

10. 如何正确理解《抗规》6.3.1条规定，框架梁的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200mm 

对于剪力墙跨高比不小于 5的连梁呢？ 

11. 如何正确理解《抗规》6.3.4条  对框架结构梁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大于矩形

截面柱在该方向尺寸的 1/20? 

12. 《抗规》与《高规》提到的关于规定水平力问题，你理解对了吗？ 

13. 《抗规》《砼规》《高规》 都有这个规定，但确表述有差异 

14.  关于钢筋材料代换《抗规》与《砼规》表述不一样 

15.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CFG)可只在基础范围内布置，请问这个要求对基础刚度

是否有要求？ 

16. 对湿限性黄土地基，采用复合处理时，地基垫层材料如何选取？ 

17.对于地基处理（CFG）如果处理检测单桩承载力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应如 何处



 

理？  

18.关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处理技术同时采用时地基状态的检验方法 

19.关于复合地基单桩复合地基静荷载试验与单桩静载荷试验结果不一致的处理

方法解析 

20.《高规》4.3.3 偶然偏心距 0.05、能否有条件放松？ 

21.结构计算如何合理选择双向地震作用的问题？ 

22.建筑的场地类别是否会因建筑采用桩基、深基础或多层地下室而改变? 

23.关于场地特征周期及场地卓越周期问题 

24. 关于商业建筑抗震设防分类的合理定问题？ 

25. 工程抗浮设防水位合理确定及应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 

26. 地坑肥槽填筑新技术“预拌流态固化土填筑技术”介绍及工程案例 

27. 抗浮验算是非强条，但审图给开了一个“强条”，合理吗？ 

28. 关于地下水腐蚀性等级及相关问题的解读？ 

29 .《高规》10.6.3 条，上部塔楼的综合质心与底盘结构质心距离不宜大于底盘

相应边长的 20%，那么上部质心如何计算，底盘质心是指哪一层质心？ 

30 .关于薄弱层楼层剪力增大系数取值各规范有何异同，设计如何执行？  

31.  关于“软弱层” 与“薄弱层” 相关问题  

32. 若遇有新版《规范》未含盖的结构体系应如何对待？ 

33. 《规范》要求，对于框架-剪力墙和框架-核心筒结构进行关于 0.2V0 的楼层剪

力调整时，可否设置上限？ 

34 关于大跨度框架结构如何界定？如何确定其抗震等级问题？如何加强抗震设计？ 

35.框架核心筒结构是否可以仅外框设置框架梁，内部不设置梁？ 

36.现行规范对于框架核心筒没有规定底部框架承担倾覆力距 



 

37. 关于几本规范对转换构件内力调整系数取值差异问题 

第 5 章 结构设计主要控制指标合理选择问题 

1.合理正确控制结构的变形验算相关问题 

2.合理控制结构扭转周期比相关问题 

3.关于高层建筑稳定性控制相关问题 

4.哪些建筑需要进行施工及使用阶段沉降观测？ 

5.关于建筑风洞试验相关问题 

6.《规范》对混凝土结构裂缝计算荷载取值、裂缝宽度合理控制问题？ 

7.抗震设计时，抗震墙如何合理考虑连梁刚度折减问题？ 

8.关于消防车荷载问题 

9.关于山坡建筑结构基本风压取值问题 

10.计算大型雨篷等轻型屋面结构构件时，除按《荷载规范》给出，需要考虑风吸力

之外是否需要考虑风压力的作用？ 如何考虑？ 

11.《地规》对独立柱基础设计有哪些调整补充 12  结构设计处理主楼与裙房之间

沉降差异的常见方法有哪些？ 

第 6 章  建筑结构规则性合理界定及设计加强措施 

1.建筑结构规则性相关问题 

2. 合理界定建筑结构平面规则性应注意的问题 

3. 竖向不规则如何合理界定 

4 .结构设计应区别对待不规则建筑，结合工程规则程度采取相应加强措施 

第 7 章 抗震措施与抗震构造措施相关问题 

1.要正确区分抗震措施和抗震构造措施 

2.对于高度分界数值的不连贯问题如何把控? 



 

3.用案例说明关于高度“接近”的问题 

4. 关于部分框支抗震墙的补充说明 

5. 高度小于 60m 的框架-核心筒结构为何可以适当放松抗震等级？ 

6.用【工程案例】说明，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裙房抗震等级不低于主楼的抗震等级

问题？    

7.几个《规范》对地下一层的抗震等级认定有差异，设计如何把控？ 

8.嵌固端以下抗震等级相关问题说明 

9.几本《规范》对带有裙房结构抗震等级认定差异设计如何把握？ 

10.几本《规范》对主楼带有裙房时加强区高度的认定有哪些异同？设计如何把握？  

11.对于 8 度区抗震等级已经是一级的丙类建筑，当为乙类建筑时，抗震措施按 9 度

查表仍然为一级，这时两个一级是否完全相当？ 

12. 《抗规》 规定“建设场地为Ⅲ、Ⅳ类时，0.15g 和 0.30g的地区，宜分别按抗

震设防烈度 8 度（0.20g）和 9 度（0.40g）时各抗震设防类别建筑的要求采取

抗震构造措施”。是否意味着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建筑应提高两度采取抗

震构造措施？ 

13. 框架-剪力墙结构中，哪些情况下其框架部分的抗震等级应按框架结构确定？ 

14. 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的建筑抗震等级如何确定？  

15 .剪力墙结构中少量或个别柱，抗震等级如何确定？ 

16. 确定建筑抗震等级时，如果遇到地下室顶板不能作为上部结构嵌固端时筑物的

高度该如何确定？是由室外地面算起？还是由嵌固端算起？ 

17. 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非抗侧力构件，如框架结构中的一些楼面梁、大开间剪力

墙结构中的一些进深梁等是否有抗震等？ 

18.一般的框架-剪力墙中剪力墙的抗震等级要比柱要求高。8度时板柱-抗震墙结构



 

中为什么柱的抗震等级却比抗震墙的抗震等级高？ 

第 8 章   一些复杂问题设计方法及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1.关于独立柱基础+防水板 人防荷载选取问题分析 

2.再谈主楼裙楼一起时，主楼基础深度修正相关问题 

3.钢筋混凝土井字梁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4.关于筏板基础配筋计算相关问题 

5. 柱轴压比计算时，有些情况下程序为何没有采用最大轴力计算？ 

6. 关于框架梁是否考虑受压钢筋问题 

7. 关于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T 型截面梁设计相关问题 

8.框架梁配筋超过 2 排时，设计应注意哪些问题？ 

9.框架梁底部钢筋到底有没有最大配筋率？程序是如何默认的？ 

10.关于次梁搭接在边框架梁上时，边梁受扭问题 

11. 关于剪力墙边缘构件配筋相关问题 

12. 关于大跨屋盖钢结构抗震措施及计算相关问题 

13. 关于柱、墙轴压比相关问题 

14. 关于计算框架梁考虑“刚域”问题的讨论 

15. 关于混凝土结构温度伸缩缝设置及相关问题 

16. 关于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连接方式选择问题 

17.部分框支转换结构转换次梁不可避免时如何加强？ 

18 .高层建筑设置转角窗时,结构设计应注意哪些问题？   

19.抗震等级一、二级的型钢混凝土框架柱的轴压比限值要求要比钢筋混凝土框架柱

的轴压比还要严的问题？  

20.梁上起柱到底是否需要设置附加箍筋和附加吊筋 



 

21.部分框支剪力墙转换层上一层剪力墙常遇超筋问题怎么办？ 

22 .关于无梁楼盖抗冲切箍筋如何合理配置？ 

23 .山地建筑结构设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4 .关于结构计算时“嵌固端”相关问题 

25 .大底盘多塔结构设计相关问题设计如何把控？  

26 .结构分析采用时程分方法在抗震设计中起什么作用？应用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27 .复杂连体结构空中连廊结构形式及其连接方式如何把握？ 

28. 关于复合地基处理 CFG相关问题 

 

五、其他事项： 

收费标准：贵州省土木建筑工程学会会员单位 980元/人，非学会会员单
位 1280 元/人。食宿、调研统一安排自愿选择，费用自理。开班前一周内请将培训

费汇入指定账号，以便我处及时确认您的参训资格及后续事宜。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将报

名表邮箱至 447409970@qq.com  

 

联系人：贡老师 13311033003 （微信）刘老师 15321290893 

 

邮  箱：447409970@qq.com (请以 Word文档形式发送)     

 

 

北京中诚建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二 O 二二年三月 

 

 

 

 

 

 
 



 

关于举办设计师视角解读相关《通用规范》及结构工程师综合能力提升

与工程案例解读分析的报名回执表 

 

附件：报名回执表     经研究，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学习：  

注：此表不够，可自行复制；刘老师 15321290893    

 

 

单位名称  邮  编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传  真  

电   话   是      否 

姓名 性别 职务/部门 电话 手机 邮箱 

住宿 不住 

（打√确认） 

        

        

        

        

        

汇款方式 

（备注单位） 

名  称：北京中诚建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首体支行 

账  号：1109 4145 4810 802 

 

急需解决的

两个问题 

 (没有问题不用填写) 

1、 

2、 

开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