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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涉及到结构或结构组成部件在正常使用下的功能、使用者的舒
适度以及施工工程的外观。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针对的是某些特定条件，如果其被超越则不再满足针对结构或
结构组成部件的特定服务要求。

这本小册子是联合研究中心在
企业与工业总司
和
联合研究中心
间行政安排的框架内
为了支持欧洲规范的执行、协调和进一步发展
形成的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确认基于以下标准：
o 影响到外观、使用者舒适度和结构功能的变形（包括机械和维修）；
o 造成使用者不舒适或降低结构功效的振动；
o 可能对结构的外观、耐用性或功能造成影响的损坏。
需要考虑的作用组合如下：
o 针对功能和结构或非结构因素损坏的特点组合；
o 针对使用者舒适度和机械使用等的频率组合；
o 针对长期效果和结构外观的准永久组合。
确认为：

Ed ≤ Cd
Cd 是相关常规使用标准的极限设计值，而 Ed 是特定常规使用标准规定的动作效
果的设计值，并且由相关组合来决定。
需要考虑的与正常使用要求有关的变形在 EN1990 中进行解释，这些通常是根
据建筑的类型，或由客户或国家主管机关同意。

本手册包含的信息不一定反映欧盟委员会的官方立场。
© 欧洲委员会, 2008
确认出处后可以复制。
本手册可从如下网络地址下载: http://eurocodes.jrc.ec.europa.eu
欧洲规范－建设未来
企业与工业总司，建筑分部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http://eurocodes.jrc.ec.europa.eu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construction/index_en.htm
http://www.cen.eu

在常规使用方面，术语
“外观”涉及大挠度和宽
裂度，而不是美学效果。

5.

1.

极限状态的确认

5.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欧洲规范

欧洲规范是由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建筑设计、土木工程和建筑产
品的欧洲标准。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涉及到人的安全和/或结构安全，以及特殊情况下对内部事物
的保护。与倒塌或其他类似结构破坏密切相关。

它们凝聚了各国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以及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技术委员会 250
（CEN/TC250）和国际科技与科学组织的专家意见，代表了具有世界水准的结构设
计标准。

下列相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已被确认：
o

EQU. 结构或结构中任何刚性部件静力平衡的缺失，包括：
- 影响重大的同源作用在质量和空间分布上的较小变化;
- 建筑材料强度或地基受力通常不能发挥控制作用。

o

STR. 结构或结构组成部件的内部失效或过度变形，包括墙根、桩、地下室
墙等，在这些地方结构的建筑材料强度起着控制作用。

o

GEO. 如果土壤或岩石的承载力产生很大阻力，地基会出现失效或过度变
形。

o

FAT. 结构或结构组成部件的疲劳失效。

下面的组合适用于：
o
持久或短暂设计状况（基本组合）；
o
偶然设计状况；
o
地震设计状况。
对于静力平衡的极限状态，确认为：

Ed,dst ≤ Ed,stb
Ed,dst 为失稳作用效果的设计值，Ed,stb 为稳定作用效果的设计值。
关于某部件、某成分或某连接（STR 和/或 GEO）出现开裂或过度变形的极限
状态时，确认为：

Ed ≤ Rd
Ed 为作用效果设计值， Rd 为相应阻力的设计值。
EN 1991 的标准和 EN 1992 至 EN 1999 的欧洲设计规范中有专门针对 FAT
极限状态采取行动的规范。

整个欧洲规范体系由 10 种结构设计的欧洲标准组成。每项欧洲规范由许多涉及
特定技术领域的部分组成，例如防火、桥梁设计等。

力度是材料的机械特性，
显示了材料承受作用力
的能力，通常用应力单位
表示。

EN1990
EN1991
EN1992
EN1993
EN1994
EN1995
EN1996
EN1997
EN1998
EN1999

欧洲规范：结构设计的基础
欧洲规范 1：结构作用
欧洲规范 2：混凝土结构设计
欧洲规范 3： 钢结构设计
欧洲规范 4：复合钢－混凝土结构设计
欧洲规范 5：木材结构设计
欧洲规范 6： 砌体结构设计
欧洲规范 7：岩土工程技术设计
欧洲规范 8：防震结构设计
欧洲规范 9：铝结构设计

欧洲标准组成的欧洲规范
欧洲标准全面覆盖了所有主要的建筑材料（水泥、钢材、木材、石料和铝），所
有结构工程的主要领域（基于结构设计、装载、防火、岩土技术、地震等），以
及广范的各种结构和产品类型（建筑物、桥梁、塔、旗杆、地窖等）。
欧洲规范于 2007 年 5 月出版。根据欧洲标准化委员会的规定，直到 2010 年中
期，欧洲规范与国家标准同时有效，期间国家标准中有冲突的条款将被撤销。

每项欧洲标准均由包括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欧
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的欧
洲标准机构中的一个来
出版，必须由国家标准
机构采用，作为同等的
国家标准。

2.

EN 1990：欧洲规范－结构设计的基础

2.1. 目标

4.2. 设计状态

EN 1990 为所有结构欧洲规范建立了关于结构的安全性、常规使用和耐久性的
原则和要求。

设计状态是一系列代表结构在执行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情况的物理状态，设计
能说明没有超过有关的极限状态。

它还为结构设计和建筑物、土木工程的确认提供了基础，为结构可靠性的相关方
面提供了指导。

EN
o
o
o

2.2. 与其他欧洲规范的链接
EN 1990 将与 EN 1991 共同使用：欧洲规范 1－结构作用和设计欧洲规范 EN
1992 至 EN 1999，针对建筑物的结构设计和土木工程的结构设计，包括岩土工
程技术、结构防火设计以及涉及地震、执行和临时结构的状况。

可靠性是结构或结构构
件达到设计时规定的特
定要求的能力。

o

1990 包括了以下几种确认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状态：
持久状态，指常规使用状态；
短暂状态，指结构适用的暂时性状态，例如执行或维修情况下的状态；
偶然状态，指结构或其裸露部件适用的异常状态，例如防火、爆炸、撞击或
局部失效的后果；
地震状态，指发生地震时结构适用的状态。

4.3. 作用

结构安全、常规使用、耐受性和健壮性

结构作用

作用是一系列由位移或加速度施加的作用力。根据其在不同时间的分类如下：
o 持久作用 G，例如结构的自身重量，固定装备和道路路面，以及由收缩和下
沉不均引起的间接作用；
o 可变作用 Q，例如建筑物地基上的施加负荷，横梁和屋顶，风力作用或者雪
负荷；
o 偶然作用 A，例如爆炸或车辆的撞击。

设计和细节

岩土工程技术和地震设计

各欧洲规范间的联系
EN 1990 单独在欧洲规范系列中提出了所有独立于材料的可操作标准（例如作
用的分系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荷载组合公式）。因此，
没有规定独立于材料材料指导的 EN 1991 和 EN 1992 至 EN 1999 必须要和
EN 1990 一起使用。

可变作用具有 4 个代表值。按量级从大到小依次为：
o 特征值 Qk;
o 组合值 Qk;
o 频发值 Qk;
o 准永久值 Qk。
4.4. 作用组合
作用组合是一系列用于在不同作用同时发生的极限状态下确认结构可靠性的设
计值。
对于每种临界载荷，作用效果的设计值 Ed 由预计同时发生的作用的组合值决定。
每种作用组合包括首项变数作用或偶然作用。

因为物理或功能原因不
能同时存在的作用效果
不应在作用组合中加以
考虑用。

4.

极限状态的设计

4.1. 极限状态设计原则

2.3. 使用

欧洲规范－结构设计的基础是基于与分安全系数法共同使用的极限状态概念。

EN 1990：欧洲规范－结构设计的基础规定了整体结构设计、整体结构构件设计
和建筑产品设计的原则和标准，包括传统和创新的设计。

极限状态是指结构能否达到相关设计标准的临界状态。需要考虑的主要有两类不
同的极限状态类型，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设计标准是描述每种极
基于结构和荷载模型的使用，可以确认的是当使用针对作用的相关设计值、材料 限状态的满足条件的数
和产品特性、几何数据时，没有一种状态超过了极限状态。这由分系数法完成。 量方程。

EN 1990 适用于结构设计的执行阶段和暂时性或辅助性结构。
EN 1990 适用于现有建筑物的结构评估，包括开发维修设计和改造，或者使用
变化评估。
EN
o
o
o

η 是说明量和比例效应

等的转换系数。

作用
特征值：
设计值：
几何数据的设计值：
效果
设计值：
确认：

作用效果 E 是作用对结
构组成部件的效果（例如
内力、力矩、压力、张力），
或对整个结构的效果（例
如偏差，旋转）。
材料和产品的特性
特征值：
设计值
几何数据的设计值：
阻力
设计值：

由分系数法确认
在分系数法中，ψ 代表可变作用的特征值和换算系数，ξ 代表持续作用的特征值，
在使用分系数 γ 和换算系数时，基本变量（例如作用、阻力和几何特性）是给定
的设计值。

作用和作用效果
代表值的不确定性：Yf
模式的不确定性：Ysd

材料特性和阻力
模式的不确定性：Ym
材料特性的不确定性：Ym

单个分安全系数
在达到对可靠性水平的要求后，设计也可基于测试与计算组合。另一种选择是
EN 1990 也允许根据概率法直接设计。

阻力是非机械失效下结
构构件、结构成分或横截
面承受作用的荷载。

为了达到可靠性的不同
标准，成员国贯彻执行欧
洲标准时能变更分系数
以及其它可靠性参数的
推荐值。

1990 可以作为 EN 1991 至 EN 1999 范围外相关结构设计的指导文件：
评估其他作用及其组合；
模拟材料和结构动态；
评估可靠性形式的数值。

至于特殊结构的施工工程（例如核电站、大坝等）和特殊设计状态，则可能需要
EN 1990 至 EN 1999 以外更多的附加规定。
2.4. 设想
只要达到了 EN 1990 至 EN 1999 中的设想，则普遍认为根据 EN 1990 中的原
则和标准设计的施工工程或建筑产品是符合基本要求的（见 3.1）。
对 EN 1990 的总体设想为：
o 由具有适当资历、经验丰富的人员实施结构体系选择和结构设计；
o 由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人员执行实施；
o 施工过程中进行全面监管和质量控制，例如设计事务所、制造厂、车间以及
现场操作；
o 使用 EN 1990 或 EN 1991 至 EN 1999 中、相关执行标准中、参考材料中
或产品技术规格中指定的建筑材料和产品；
o 结构应进行充分维护；
o 结构将会用于与设计设想一致的情况。

建筑工程指所有建造物
或建造作业产生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