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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程抗震分析方法及性能评价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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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下工程震害及其抗震性能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构抗震的一个热点方向。由于受周围岩土体的约
束，地震作用下地下结构的动力响应特征与地面建筑存在较大差异。针对地下结构特殊的动力响应特征，国内外
学者展开了一系列抗震理论分析和模型实验研究。在论述地下结构地震动破坏特征及破坏机制的基础上，总结目
前地下结构抗震性能评价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地下工程抗震分析研究重点及全寿命周期抗震的
下一步研究方向，以期为我国强震区地下工程震害机制分析和抗震性能设计提供有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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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eismic damage and seismic performance in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is a hot spot of research
home and abroad.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surrounding rock and soil，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underground structures and ground constructions under earthquake. Because of the
special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ound structures，a lot of research have been carried out o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seismic response. Furthermore，the damage characteristics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underground structures have been analyzed，the current achievements of seis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underground structures have been summarized，and important issues have been pointed out. The life cycle seismic
respons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es of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should be emphasized，especially the
life cycle damage mechanism and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design of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constructed in the
strong earthquak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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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斌 [16] 根据汶川地震中山岭隧道的震害调查与分

1

引

言

析，概括了山岭隧道变形破坏的基本类型。历史上
几次大地震导致地下结构破坏的情况如下：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地下结构受周围岩土体的约

1995 年日本 Kobe 发生 7.2 级直下型地震，神

束其抗震性能优于地面结构，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

户市地面峰值加速度普遍在 0.5 g 以上，造成多处地

代以前，由于地下结构的破坏情况很少见诸报端，

下结构包括地下管道、地下商场和地铁结构等发生

日本地震学者甚至一度认为日本的结构抗震技术已

破坏，其中地铁车站和区间隧道发生了大范围的破

[1]

达顶峰，结构安全没有问题 ，直到 1995 年日本
[2]

坏，大开站和上泽站破坏情况最为严重，车站半数

Kobe 大地震 城市地铁大开车站(Daikai)和上泽车

以上的中柱发生了弯曲、剪切或弯剪联合破坏，中

站(Kamisawa)的严重倒塌破坏将沉浸在“安全神话”

柱的破坏继而导致了车站顶板结构发生坍塌，造成

里的人们惊醒，这也是有史以来地震作用导致地下

上覆土体大面积沉降，沉降深度可达 2.5～4.0 m[1]

结构大量倒塌破坏的第一个相关记录[3]。之后关于

(见图 1～3)。

地震作用下结构破坏的报道逐渐增多。如 1999 年土
耳其 Duzce7.8 级大地震[4]，1999 年我国台湾集集
7.3 级地震[5]，2008 年汶川 8.0 级地震[6]，2013 年雅
安 7.0 级地震[7]等。这些强震区地下工程的大量破
坏促进了各国学者对地下结构抗震问题的重新理解
和认识，推动了地下结构抗震分析和评价理论的进
步和发展。
目前地震问题的研究手段主要有原型观测、理
论分析及模型实验等[8-11]。在原型观测基础上，国

图1
Fig.1

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振动台模型实验，深入分析

大开站中柱弯曲破坏

Bending failure of column in Daikai station

了地下结构地震动破坏机制，提出了一些实用的抗
震分析方法。在地下结构抗震性能评价方面，由于
地下结构一旦发生破坏将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损
失，因此，地下结构抗震性能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详细评述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各类抗震实用分
析方法和性能评价指标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强震区地下工程全生命周期抗震设计理论和
性能评价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

2

地下结构地震动破坏特征及机制

图2
Fig.2

大开站顶板坍塌导致的路面沉陷

Surface subsidence caused by roof collapses in Daikai
station

地下结构由于埋置于岩土体中，地震作用时将
与周围岩土体一起承担变形，这是地下结构区别于
地面建筑变形最显著的特征。美国土木工程协会
(ASCE)根据 1971 年圣费尔南多地震中洛杉矶地下
结构的破坏情况给出了地震动作用下地下结构破坏
的形式，M. S. Power 等[12-14]根据已有的地下结构破
坏记录总结了地下结构地震动反应特征。马险峰[2]
以日本 Kobe 地震为背景，研究了地铁车站、地下
给排水管道等地下工程的震害形式并分析了其响应
特征及规律。王秀英等[15]通过分析大量地下结构的
震害情况，将地下结构的破坏特征进行了分类。李

Fig.3

图 3 大开站中柱弯剪联合破坏
Bending and shearing damage of column in
Daikai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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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台湾集集发生 7.3 级地震，震区内多座
山岭隧道遭受严重破坏，包括位于断层错动区的 1
座引水隧道、断层上盘区域的 50 座隧道及下盘区域
内的 3 座隧道，其中位于台湾中部苗栗县的三义壹
号铁路隧道的二次衬砌受损最为严重[17](见图 4)。

Fig.7

图4

图 7 龙溪隧道垮塌
The collapse in Longxi tunnel

三义壹号铁路隧道边墙破坏

Fig.4 Sidewall damage in Sanyi railway tunnel
Fig.8

图 8 酒家垭隧道衬砌开裂、渗水
Lining crack and water seepage in Jiujiaya tunnel

2008 年四川汶川发生 8.0 级大地震，造成震区
37 条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都映
高速、G213 都江堰—映秀公路、青川—剑阁公路、
S105 北川—青川公路及都江堰—龙池公路这 5 条线
路隧道受损严重，经现场调查发现隧道震害大多集
中于断层破碎带，包括衬砌开裂、渗水、错台、剥
落，隧道垮塌等，其次集中在洞口段，包括洞口边
坡失稳，端墙开裂，衬砌破坏等[18](见图 5～8)。

图5
Fig.5

龙洞子隧道出口处边坡崩塌

Slope failure at the exit of Longdongzi tunnel

图6
Fig.6

桃关隧道入口端墙开裂

The end wall cracking at the entrance of Taoguan
tunnel

根据已有历史的震害资料和赵冬冬等[19-21]的研
究成果，地下结构地震动破坏类型和特征归纳成如
表 1 所示。
地下结构破坏的原因除了有地质条件、施工方
法等外在因素外，其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
以下 2 类：一是由地震动引起的破坏，即由地震动
产生的惯性力在结构中造成的破坏，M. A. Hashash
等 [22] 提出影响地下结构抗震安全性的主要因素包
括：(1) 结构形式、尺寸及埋深；(2) 结构材料特性；
(3) 地震动强度。二是由地层破坏引起的地下工程
破坏，其破坏形式主要包括土体液化、断层位移和
边坡失稳。在导致地下结构破坏的因素中，地层往
往起着控制性作用，这在以往地震灾害调查中已得
到证实。

3

地下结构抗震分析方法

3.1 理论分析
地下结构抗震理论分析方法的提出与人们对地
震认识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地下结构研究主要沿用大森
房吉提出的适用于地面建筑的静力理论模型[23]，60
年代末，T. R. Kuesel[24]针对地铁结构提出了基于延
性的抗震设计准则。70 年代后，基于大量地震观测
资料，伴随着世界上几次大地震的发生、地震监测
设备的发展以及研究手段的进步，刘祥庆等[25-26]提
出了适用于地铁车站结构的基于位移的地下结构分
析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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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作用下地下工程破坏类型及特征

Table 1 Damag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under earthquake
地下结构类型

破坏类型及特征

地下管道

管道接口破坏，管段破坏，管道附件以及管道与其他地下结构连接处破坏

地铁车站

混凝土中柱开裂倒塌，顶板断裂坍塌，侧墙开裂

地铁区间隧道

弯曲裂缝、竖向裂缝及混凝土脱落、钢筋外露等

地铁盾构隧道

不均匀沉降，管片接头处混凝土剥落，渗漏严重，二衬表面有环向和纵向裂缝，内衬出现裂缝等

山岭隧道

洞口及洞门的破坏，浅埋地段及不良地质区间二次衬砌的破坏，断层穿过隧道造成的剪切破坏

地下厂房

弯曲破坏、剪切破坏及弯剪联合破坏，线性折断，滑坡导致厂房倒塌、纵横向破裂、倾斜断裂等

3.1.1 抗震分析实用方法

的地震动下地下结构与岩土体协同变形规律，由于

(1) 地震系数法

该方法能较好的反映地下结构地震动响应特点，因

地震系数法是在大森房吉静力理论基础上发展

此被广泛应用于地下结构抗震设计规范中[32]，如日

而来，类似于地面建筑，将地震动加速度产生的惯

本的《核电厂耐震设计技术指南》及《沉管隧道抗

性力和结构一侧的主动侧压力施加于地下结构，根

震设计规范》以及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

据静力理论分析地下结构的地震响应。

设计规范》(GB50909—2014)等。但是该方法存在

(2) 自由场变形法

一定缺陷，首先是对结构内力影响较大的岩土体弹

自由场变形法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经 C. M.
St. John 和 T. F. Zahrah

[27]

簧刚度取值存在较大困难，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

发展起来的一种简单有效

解决这个问题。其次，计算模型不能真实体现岩土

的抗震分析方法。该方法曾用于美国 20 世纪 60 年

体对结构的动态作用，从而影响结构周围的荷载分

代末修建的旧金山海湾快速地铁运输系统和 80 年

布，这给计算结果带来一定误差。近年来，有许多

代洛杉矶地下铁道设计中。20 世纪 90 年代，Power

学者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与扩展。刘晶波等[33]提出

等进一步引入弹性梁模型来计算结构变形，Wang

了一种整体式反应位移法来避免计算岩体弹簧刚

则提出了基于地震波垂直入射作用下隧道横截面变

度，但仍很难准确的计算地震动土压力。

形的计算方法

[28]

(6) 地下结构 Pushover 分析法

。

基于地面建筑的 Pushover 方法，刘晶波等[34-35]

(3) 等效侧力法
等效侧力法将地震动荷载用静载形式代替，然
后根据静力分析理论计算结构内力。龚成林

[29]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地铁等地下结构抗震分析的弹塑

利用

性分析方法，在给出水平荷载分布形式和确定目标

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了等效侧力法和动力时程法的

位移后进行结构在地震动作用下的全过程分析，通

地震动下结构响应，认为等效侧力法仅适用于土层

过与动力时程分析方法进行对比研究，验证了该方

变形模量相对固定的一定深度地层中，当约束条件

法的可靠性和良好精度。该方法具有参数确定简

改变时结构反应值离散性较大。

单、荷载施加方便等特点，是地下结构抗震分析中

(4) 土–结构拟静力相互作用法

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该方法给出的 3 种水平荷载

该方法的主要思想是基于地震波动场分析，在

分布形式不能完全体现地震动荷载的实际情况，认

自由场变形基础上乘以一个土–结构相互作用系数

为定义的荷载分布容易导致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之

得到结构的变形，再将该变形施加于结构上，然后

间的差异。

[30]

根据静力理论计算结构内力反应

(7) 动力时程分析法

。

(5) 反应位移法

动力时程分析法按照其模拟方法的不同可以分

反应位移法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日本学者

为有限元法、有限差分法、离散元法、边界元法、

应用于地下结构的抗震设计中，将地震作用下岩土

杂交法、非连续变形分析法及耦合法等，被认为是

体的变形通过地基弹簧以静载形式施加在结构上，

解决地震作用下结构动力响应最精确的方法。针对

[31]

。该方法的

分析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工边界、地震动输入及材料

理论基础是日本学者根据地震观测和实验研究证实

非线性动力本构模型等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

然后依据静力理论计算结构地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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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研究。目前已有的人工边界大致可以分为局部

不能体现复杂的地震作用，动力时程分析法中的人

人工边界、无限元边界和吸收边界，其中，局部人

工边界、地震动输入和动本构模型等问题还没得到

工边界包括 Engquist-Majda 边界、Bayliss-Turkel 边

彻底解决，这些都制约着这些方法的推广应用。

界、Higdon 边界、多次透射边界、黏性边界和黏弹

地下工程抗震分析方法按照分类方式的不同，

性边界等[36]。在地震动输入方面，何建涛等[37]提出

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但其内容基本相同[39-41]。地

了适合于黏弹性人工边界地震动输入的方法，赵武

下结构抗震分析应当包括：浅埋地下工程抗震分析，

胜等 [38] 在分析目前已有人工边界原理及地震动输
入方法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地震动输入方法与人
工边界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适用于无限元人工边
界的地震动输入方法。关于岩土体非线性动力本构
模型，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是等效黏弹性模型和弹
塑性模型。等效黏弹性模型可以反映土体动荷载作
用下的非线性和滞后性特点，但与实验结果和现场
监测数据存在一定差异。弹塑性模型能真实反映土
体动荷载作用下的非线性、滞后性和变形累积效应，

含建筑地基、城市地铁隧道和埋深较浅的土体隧道
等，和深埋地下工程抗震分析，含赋存于岩体中的
地下厂房洞室群和岩石隧道等。浅埋地下工程抗震
分析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周围土体液化、土体动力本
构关系和土体–结构相互作用等问题，而深埋地下
工程则侧重于岩体动力本构关系、围岩动力稳定性
和围岩–结构相互作用等方面。各类方法进行了对
比分析并给出了其适用场地条件，如表 2 所示。

因此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3.1.2 抗震分析方法评价
地下结构抗震分析方法的发展与人们对地震认

表2

地下结构抗震分析方法比较

Table 2 Seismic analysis comparison of underground structures
类别

分析方法

前提条件

适用场地条件

识水平的提升有很大关系，早期的抗震分析方法如

各向同性的线弹性假设；浅埋地下工程，土体与结

地震系数法、等效侧力法等主要沿用地面建筑的抗

地震系数法 忽略土体与结构的相互 构刚度差异较大，结构变
作用

震分析理论而来，该类方法物理参数定义清晰，计
算过程简单，在早期的地震结构抗震分析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忽视了地震作用下地下结构主要受土
体变形影响这一事实。自由场变形法不考虑地震作

形小

各向同性的线弹性假设；
浅埋地下工程，结构断面
相互作用法 水平地震作用简化为集
形式简单、刚度大
中力或倒三角分布
基于力

各向同性的线弹性假设；浅埋地下工程，地层变形

的方法 等效侧力法 忽略土体与结构的相互 模型相对固定，断面形式

用下地下结构与周围岩土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

作用

系和地下结构存在对土体变形的影响，但由于没有

水平地震作用简化为倒 需建立目标位移与地震加
地下结构

考虑岩土体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能真实反映

Pushover 法

地震作用下结构的荷载效应，主要适用于地下结构

绝对惯性峰值加速度或 用于场地均匀、断面形式
水平等效惯性加速度分 简单的浅埋或深埋地下工
线弹性假设；忽略土体与

互作用法是在自由场变形法基础上改进而来，计算

自由场变形 结构的动力作用；地震作

模型与自由场变形法类似，不能真实反映地下结构

基于位

的地震荷载作用，另一方面，它只是简单的采用一

移的方

个相互作用系数来表征地下结构与岩土体之间的刚

法

法

用简化为集中力或倒三
角分布

程
深埋地下工程，结构与围
岩刚度接近，断面形式简
单

各向同性的线弹性假设；
反应位移法

度差异，没有全面考虑其复杂的动力响应，因此一

忽略土体自身相互作用；浅埋地下工程，场地均匀，
考虑地震剪应力和结构 剪切波作用较小
惯性力

般适用于结构形式简单的地下工程抗震理论分析。

基于地

目前应用较多的理论分析方法主要有反应位移法、

层–结

地下结构 Pushover 分析法和动力时程分析法等，前

构整体

2 种方法能基本满足地下结构复杂的应力需求，得

三角加速度分布或水平 速度之间的对应关系，适

布

刚度与周围岩土体接近的工程。土–结构拟静力相

简单

分析方

动力时程分
析法

人工边界；地震动输入；各类地层条件复杂、结构
材料非线性动力本构关 形式多样的浅埋和深埋地
系

下工程

法

到较为满意的计算结果，后一种方法能精确模拟地
震作用下地下结构的真实响应，因此这 3 种方法都

3.2 模型实验

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它们也存在一些目前难以

地下结构模型实验主要有人工震源实验和室内

解决的问题，比如反应位移法中岩土体弹簧刚度的

振动台实验，近年来随着土工离心实验技术的发

取值难于确定，地震作用下的动土压力难于准确计

展，离心机振动台实验被广泛应用于地下结构地震

算，地下结构 Pushover 分析法中水平荷载分布形式

响应分析。下面将分别介绍人工震源实验和室内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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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台实验在地下结构抗震分析中的应用进展。

同埋深下结构的抗震性能问题。A. L. Che 等[47]开展

3.2.1 人工震源实验

了嵌入式隧洞振动台模型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结

人工震源实验是通过人工激震或爆破的方式来

果发现周围土体对模型结构产生较大的侧向地震土

模拟地震作用下地下结构的动力反应特性，由于不

压力作用。G. X. Chen 等[48-50]基于不同场地条件(可

存在人为截断模型边界和地震波输入机制的问题，

液化土、软土)、车站结构、材料模型及地震动输入

能较为准确地模拟地下结构的动力响应特性，因此

情况下，开展了地下结构的破坏性和非破坏性模型

常用来 研究 波源问 题和 结构自 振特 性问题

[42]

。

Phillips 最早在美国内华达州某核实验场周边的一

实验，这也是国内外首次进行的饱和砂土和软土地
基下车站结构大型振动台实验。

条隧道中监测地下核爆炸过程中隧道的震动响应，

季倩倩 [51] 针对上海软土条件开展了自由场振

但是由于受技术条件和其他因素限制，人工震源实

动台、典型地铁车站结构振动台和地铁车站接头结

验的激震力较小，无法模拟地震作用下结构的真实

构振动台模型实验研究地下结构的变形特性，认为

应力状态，而且实验消耗的人力及物力成本较高，

结构模型中柱部位的应变较大，应适当加强地铁车

因此该类实验方法应用较少

[28]

。

站结构中柱的强度。庄海洋[52]开展了南京地区含液

3.2.2 室内振动台实验

化土层的深厚场地下地铁区间隧道和车站结构的大

依据模拟地下结构重力场环境的不同可以将室
内振动台实验分为普通振动台实验和离心机振动台
实验。

型振动台模型实验，研究了地铁的非线性地震反应
规律，基于测得的结构水平位移、加速度和内力结
果分析，提出了在深厚软土地下结构的抗震优化设

(1) 振动台类型发展
最早出现的振动台是机械式振动台，由英国剑
桥大学 D. V. Morris 等首先研制成功，该系统由弹
簧激振，只能输入正弦波，不能实现反复加载，之
后 Kutter 等和日本工业大学相继研制出了颠簸道路

计方法。陈国兴等[53]针对南京可液化场地进行了类
似的振动台实验，通过分析实验数据后认为地震作
用下地基土存在低频放大现象，地下结构的存在对自
由场土体的地震动特性有显著影响。边 金等[54-55]

式振动台和杆式振动台等机械式振动台。法国

对北京地区常见的粉质黏土等场地条件开展了相关

Zelikson 等成功研制了电控炸药爆炸以激发振动的

振动台实验，通过分析记录的结构加速度时程、应

爆炸式振动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变和应力分布情况，研究了北京地区地铁结构的地

Arulanandan 等研制了由多层压电陶瓷元件叠加的

震响应问题。申玉生等[56]针对雅泸高速公路高烈度

压电式振动台，日本中央大学 Fujii 等研制了通过 2

地震区某隧道首次开展了山岭隧道大型振动台实验

个交流磁线圈极性变化产生振动的电磁式振动台。

研究，模型采用几何相似比 1∶30 和弹性模量相似

振动台系统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由美国

比 1∶45 作为独立设计参数，分别以粉煤灰、河砂

加州理工大学 Aboim 等研制的电液式振动台，这是

和机油配置围岩和以石膏、石英砂、重晶石和水配

[43]

目前为止应用范围最广的振动台系统

。该系统能

置隧道结构，采用四川地震局合成的人工波作为地

模拟任意振幅和频率的振动波形，灵活方便，可控

震输入波，研究了地震作用下山岭隧道的动力响应，

性好，能重复利用。

指出隧道地震作用下的薄弱部分是拱顶和仰拱部

(2) 普通振动台实验
室内振动台实验具有主动控制地震动输入、方
便数据采集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地下结构震害分
析中。
T. Iwatate 等[44-45]针对阪神地震中大开车站及
区间隧道的破坏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大型振动台模型
实验，初步探讨了地下结构的破坏机制。宫必宁和

位。史晓军等[57-59]针对研究较为缺乏的浅层软土矩
形地下综合管廊开展了系统的一致激励和非一致地
震激励振动台台阵模型实验，为了模拟地下结构受
到地震波作用的连续性影响和行波效应，采用 2 个
地震激励和 2 个振动台开展模型实验，研究了地震
作用下结构的动力响应及接触面和地基土的响应规

赵大鹏 [46] 采用有机玻璃制作了矩形地下框架结构

律，验证了一致激励和非一致激励下结构动力响应

模型，开展了不同埋深工况下的振动台实验，实验

的不同之处。徐炳伟[60]以天津站交通枢纽工程为背

过程中测定了结构的加速度放大系数、压力和位移

景，开展了包含土、群桩、地下结构和地上结构等

响应，讨论了竖向地震激励下的地下结构响应和不

多个部分组成的大型复杂体系振动台实验，全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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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桩、地下结构和地上结构等的地震动响应。刘

下地基土的超孔隙水压力小于远场液化区域，深层

晓敏等 [61] 以大渡河流域的大岗山水电站地下洞室

土体和浅层土体内的超孔隙水压力和土压力变化分

群为原型，设计了国内外第一个洞室群大型振动台

别由转动模式和平移模式控制，土体平均剪切波速

模型实验，研究了大型地下洞室群在地震过程中的

迅速减小到振动开始时波速的 1/8。B. L. Kutter 等[65]

动态响应特征。除此之外，袁 俊[62]也对地下结构

利用离心机振动台实验模拟了高烈度地区浅埋明挖
隧道的地震动响应，与数值模拟研究的上覆土体剪

的抗震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近年来，在断层影响的强震区岩石地下工程中，
本课题组对地下结构抗震进行了相关研究。针对区
域存在的断层影响，提出了研制模拟断层错动实验
装置的设想(见图 9)，通过开展断层错动+强震双重
作用下的隧道物理模型实验，揭示断层错动区隧道
的破坏机制。

胀性、超孔隙水压力和结构截面形式等对隧道的变
形影响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了隧道的上浮机制。E.
Bilotta 等[66-67]也开展了类似的不同场地条件下离心
机振动台实验，实验结果验证了在动力和静力条件
下结构内力分布存在较大的差异，分析了不同激励
作用下结构的内力和位移情况及影响实验结果的一
些内外在因素。U. Cilingir 和 S. P. G. Madabhushi[68-69]

千斤顶

反力架

初砌
缓冲层
二次衬砌
地震模拟振动台

分别开展了 50 g 环境下浅埋圆形和矩形隧道的动力
离心机实验，通过与数值模拟对比分析表明：地震
动峰值加速度的影响作用较大，而地震动频谱特性
则影响较小；隧道埋深对结构变形模式影响不大，
主要影响着地震土压力和结构内力。J. C. Chou 等[70-71]
开展了可液化土层中浅埋隧道上浮特性的系列动力

地面

物理模型实验装置

及尺寸对上浮特性的影响。T. Tobita 等[72-73]分别开

Physical model test equipment

展了 20 g 加速度环境下污水井和市政检修井的动力

图9
Fig.9

离心机实验，探讨了其上浮机制，研究了结构埋深

离心机模型实验，表明周围土体有效应力的降低是
室内普通振动台实验是物理模型实验的一大进

导致污水井和检修井上浮的主要原因。Z. Y. Chen

步，弥补了之前强震资料相对缺乏的遗憾，通过大

和 H. Shen[74]开展了 50 g 加速度下含隔震层的矩形

量的振动台实验结果分析，揭示了地震作用下地下

隧道离心机模型实验，研究表明：矩形隧道的角部

结构的动力响应特征，包含不同场地和埋深条件下

响应最大，隔震层能显著减小隧道的变形。

结构的动力响应及土体与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刘光磊等 [75] 利用离心机振动台研究了砂土中

指出了地震作用下结构的薄弱部位，提出了不同场

地铁区间隧道的地震响应，重点分析了隧道结构的

地条件下的结构抗震优化设计方法。由于普通振动

上浮及变形特性。刘晶波等[76]基于 Bockingham π

台实验很难准确模拟地下结构的实际破坏特征，因

定理，综合考虑了土与结构的相对刚度、模型材料

此观察到的实验结果也以变形特性为主。

的性质、模型箱的边界影响等因素，采用量纲分析

(3) 离心机振动台实验

法对离心机振动台模型实验进行了相似关系设计，

普通振动台实验只能模拟 1 g 环境下结构的动

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为离心机振动台实验的模型设计

力响应，存在重力失真效应，因此，能模拟与原型

提供参考。王永志[43]在系统介绍和总结国内外离心

重力场接近的离心机振动台实验受到广泛关注和应

机的发展及应用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发展大型离心

用。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离心机振动台在模拟结构

机振动台的必要性，结合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

动力响应特性、液化场隧道上浮机制等方面均具有

所拟建设的大型离心机振动台，提出了该所离心机

良好效果。

系统设计的详细技术指标和结构布局，完成了实验
[63]

利用离心机振动台研究了 George

辅助系统的基本设计，可以为我国离心机振动台的

Massey 隧道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以及场地液

建设提供参考。韩 超等[77-78]利用浙江大学新建的

化对隧道的影响规律。C. J. Lee 等[64]通过离心机振

ZJU400 离心机振动台开展了不同激励下饱和砂土

动台实验研究了地震动下沉箱的动力响应和地基土

自由场和含圆形隧道场地的振动台实验，研究了地

的变形特性，研究认为土–结构作用区域内和岸墙

震作用下自由场应力折减系数沿深度的变化规律和

D. Ya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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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隧道的动力响应规律，通过与数值模拟结果对

研究表明，箱体内衬的柔性材料过厚将影响土体的

比分析，验证了基于修正自由场变形的抗震设计方

变形，过薄则达不到减小箱体边界效应的效果，因

法的合理性。凌道盛等

[79]

通过离心机振动台模拟了

相似比为 1∶50 的单层双跨地铁隧道的地震破坏过

此合理选取柔性材料的厚度是关系到振动台实验成
功的重要因素。

程，通过分析记录到的地基土加速度、孔压、动土

柔性模型箱多为圆筒形容器，采用柔性材料制

压力和车站模型的响应特性，指出压弯联合作用下

作主体部分，并在侧壁外包纤维带或钢丝，能模拟

地铁车站最薄弱部位是立柱底部，车站结构发生水

多个方向平动的剪切变形。Meymand 首次在模拟

平剪切变形主要是由地震导致的左右非对称土压力

土–桩–上部结构相互作用的振动台实验中设计了

作用引起。

圆筒形柔性模型箱[80]。陈跃庆等[83]也研制了类似的

离心机振动台具有的优势是能模拟地下结构在

柔性模型箱，实验研究后认为柔性模型箱能较好地

真实重力状态下的动力响应，能较为准确的模拟实

模拟土体的剪切变形。但是，柔性模型箱外包纤维

际地震作用下结构的破坏特性，包括液化场地下的

带或钢丝间距不好控制，间距过小则近似变成刚性

结构上浮机制和非液化场地下的破坏模式等，不存

模型箱，间距过大则导致箱体刚度不够，可能引起

在由于模型相似关系带来的与实际重力不一致而导

土体的弯曲变形。

致结构受力存在偏差的情况，因此在研究结构的破
坏模式和上浮机制等方面更加令人信服。

层状剪切模型箱是目前模拟土体剪切变形的理
想箱体结构，通常由若干个矩形或圆形层状框架和

受技术条件限制，目前离心机振动台实验对象

滚轴叠合而成，层状框架间设置一定数量的滚轴，

多是简单结构类型，模型尺寸较小，结构模型相似

用以模拟土体在振动方向上的剪切变形。日本

材料不能完全代替实际情况，也不能模拟地震的行

Matsuda 最早研制了该类模型箱并用于饱和砂土的

波效应，实验过程中存在的科里奥利效应还没得到

振动台实验中[80]，伍小平等[84]研制了钢制矩形层状

彻底解决，这些都是制约离心机振动台进一步发展

剪切模型箱并应用于自由场实验中，结果表明所研

的因素。

制的箱体能较好地模拟土体侧向变形边界条件，A.

3.2.3 存在的问题

L. Che 等[85]采用自己研制的层状模型箱应用到地下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不同场地条件、不同

管道的振动台实验中，刘光磊[86]研制了用于离心机

破坏机制和不同结构形式下的普通振动台和离心机

振动台的叠环式模型箱，史晓军[87]研制了一种模拟

振动台实验并取得了许多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弥

土体在水平相互垂直的 2 个方向上剪切变形的层状

补了强震观测资料的不足，但是应该注意到模型实

模型箱，陈国兴等[88]研制了一种模拟自由场边界条

验毕竟是诸多假设条件下理想化了的实验，与实际

件的叠层剪切型模型箱，研究认为比较理想地削弱

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而模型实验成功的关键因素在

了边界上地震波的反射或散射效应。已有成果普遍

于模型箱的选取、相似关系的确定、结构模型材料

认为层状模型箱的模拟效果优于刚性模型箱和柔性

的选择及尺寸效应和地震动输入问题等，下面分别

模型箱，但是大震情况下，层状剪切模型箱的边界

介绍其研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效应仍不能很好的消除。

(1) 模型箱选取问题

模型箱的边界效应在实验过程中是无法避免

国内外研究者采用的模型箱按结构形式可以分

的，已有的模型箱在消除边界效应方面仍存在一定

为刚性模型箱(Mizuno)、柔性模型箱(Meymand)和层

困难，而且只能满足单向地震动输入，因此未来研

[80]

状剪切模型箱(Matsuda)等

。在早期振动台实验研

制可多向地震动输入且能减小边界效应的模型箱是

究中，模型箱一般采用刚性结构形式，箱体由钢框

热点方向。国内已有学者对此类模型箱做了有益尝

架和木板组成，G. X. Chen 等

[48-51，55，80]

开展的振动

台实验都采用了此种箱体。早期刚性模型箱设计的

试，杜修力等[89-90]研制了一种能满足双向地震动输
入的悬挂式层状多向剪切模型箱。

目的是模拟土在地震作用下的真实剪切变形，经过

(2) 相似关系确定问题

一系列实验研究后认为箱体材料刚度过大将限制土

为了满足振动台台面尺寸和承载能力的限制要

体的变形，过小将导致土体发生显著的弯曲，因此

求，实验设计时必须考虑缩尺模型的动力相似关系

目前常用的做法是在刚性模型箱箱体内加设柔性材

条件，迟世春和林少书[91]将动力相似换算关系总结

料，比如橡胶、海绵和聚苯乙烯泡沫等，楼梦麟等[81-82]

为弹性相似、重力相似和弹性–重力相似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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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相似不考虑重力加速度的相似条件，适合于研

震动输入下地下结构的振动台实验研究鲜见报道，

究结构的自振特性及动力反应问题，重力相似则需

因此开展不同结构形式的非一致地震振动台实验将

满足原型与模型之间的惯性力和重力相似，适合于

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研究结构的破坏情况，弹性–重力相似则介于两者
之间。N. S. Kim 等[92-93]提出了一种考虑几何比例系

4

地下结构抗震性能研究

数来修正等效弹性模量和最终应变比值的相似律，
可以减小缩尺模型下结构的地震响应误差。S. B.
Zheng 等

[94]

开展地下结构抗震分析理论研究和模型实验的

推导了不同载重条件下缩尺模型与原型

主要目的是研究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变形破坏特性，

之间的动力相似关系，认为重力影响结构的弯曲刚

在抗震结构设计过程中，合理的地下结构形式和抗

度，对剪切刚度影响。当然，要求所有的模型参数

震性能评价指标是确保结构的安全可靠的重要内

同时满足相似关系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在实验设

容。地震动作用对结构造成的变形和破坏主要集中

计阶段合理地选择影响实验结果的主要因素，适当

在 2 个方面：体现结构变形破坏最大值效应的首次

放弃一些次要因素，确保实验地顺利进行。P. J.

超越破坏和体现地震动持时效应的累积损伤破坏。

Meymand 等

[95-97]

给出的相似比设计参数具有一定

目前，国内外关于结构抗震性能评价指标的相关规
范和研究主要集中在首次超越破坏方面，即以结构

参考性。
(3) 结构模型材料选择问题

变形的位移角作为指标来评价结构的抗震性能。

目前常用的结构模型材料主要有有机玻璃、铝

美国 Vision Seaoc 2000 等[99-100]报告针对框架

合金、微粒混凝土、石膏等，根据各自材料特性的

结构分别以层间位移角和顶点位移角给出了不同性

差异，应用于不同的振动台实验中。有机玻璃、铝

能水准下结构破坏与位移角限值之间的关系。日本

合金一般用来模拟结构弹性范围内的变形规律，微

地震工程学会研究报告也以层间位移角为性能指标

粒混凝土则用于模拟结构的强度变化和动力相互作

给出了结构不同性能水准下的限值[101]。Q. W. Wang

用，石膏由于其强度较低，常用于模拟结构的破坏

等[102]从理论上推导了计算钢筋混凝土复合结构的

形态，但需注意防水处理。合理的选择结构模型材

层间位移角公式，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相符，验证

料，是确保实验达到预期要求的必要条件，已有的

了计算公式的正确性，并进一步给出了四级抗震性

模型材料还不能满足所有的实验需求，一般只适合

能水准下的层间位移角限值。T. Sato 和 K. Suzuki[103]

于某类特定的实验类型，因此研制一种能模拟结构

针对柱主要承担轴向荷载的功能，分析了地震作用

变形破坏特性并且适用于不同结构形式的新材料是

下柱破坏的过程，给出了适用于任何结构形式的层

振动台实验面临的又一问题。

间位移角限值的建议。我国第一部专门的地下结构

(4) 尺寸效应和地震动输入问题

抗震设计规范[104]以层间位移角和直径变形率为性

模型尺寸的缩小将导致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提

能指标对地铁车站及区间隧道进行整体性能评价，

高，这将影响实验结果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关于如

针对城市地铁结构的特殊抗震要求给出了三级设防

何评价模型实验中的尺寸效应，已有的研究方法主

水准下的变形限值，分别用层间位移角和直径变形

要分为 2 种类型：一是基于概率分布的分析方法；

率评价矩形和圆形地下结构的抗震性能。规范[105]

二是基于断裂力学和实验相结合的半理论半经验分

针对上海地区特有的软土场地，给出了车站矩形结

[98]

析方法

。但是这些理论方法的前提条件与实际情

构抗震变形验算要求：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取为

况差异较大，并不能完全解决尺寸效应导致结构地

1/550，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取为 1/250，而关于

震动的差异性等问题。地震动输入是振动台实验中

区间隧道的抗震变形验算则要求其径向变形的最大

的一个关键步骤，已有的地下结构振动台实验由于

值不超过接缝安全使用确定的允许值。顾丽江和张

受实验设备的限制均采用一致地震动输入，研究表

冬梅[106]通过对盾构隧道衬砌结构受力的分析，研究

明当模拟隧道、地下管道等长大线型结构时，不能

了隧道直径变化量与混凝土应力、螺栓受力及纵缝

[57-58，87]

忽视地震的行波效应影响。史晓军等

开展了

张开量之间的关系，以上海软土地区盾构隧道为例，

国内外第一个非一致地震动综合管廊振动台实验并

运用 ABAQUS 软件进行模拟研究后给出了他们之

研究了其地震动响应，认为忽视地震的行波效应将

间的临界范围。王国波等[107]基于已有的震害资料和

对结构地震响应产生较大影响。其他关于非一致地

相关研究，建议对地下框架结构进行变形和截面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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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 2 个方面验算以评价其抗震性能。通过数值模

在人工边界、地震动输入、材料动力本构模型及土-

拟研究，认为地下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取 1/550 过

结构接触问题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完善动

于保守，而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取 1/250 限值应更严

力时程分析方法。

[108]

格。王文晖

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实验统计分析和

模型实验研究方面：(1) 提高离心机振动台的

北京地区典型地铁地下结构数值模拟分析，对矩形

承载能力，开展大尺寸的地下结构振动台离心实验，

地铁结构给出了 4 个性能水准下的层间位移角限

减小相似比例关系带来的误差；(2) 模型实验中的

值，其值分别为：1/1 000，1/600，1/400，1/200。

岩土材料已得到广泛研究，下一步需研发替代隧道

[109]

提出了以强度和整体变形为指标的城

初支等结构的相似材料，减小材料相似性带来的误

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抗震性能评价体系，考虑到地

差；(3) 振动台实验中地震动输入将对实验结果产

下结构地震动破坏特点将地下结构划分为 2 个性能

生较大影响，选择合适的地震动输入以及考虑非一

水准。通过统计和分析国内地面框架结构的实验数

致性和多向地震动输入将是下一步研究重点；(4)

据，给出了不同性能下矩形结构的层间位移角限值，

振动台实验时需要考虑地下结构的初始地应力场，

分别为 1/550，1/250，1/70，采用增量分析法计算

应当对振动台进行适当的改造才能满足实验要求。

后给出了圆形隧道的直径变形率限值，分别为 3.40‰

5.2 地下工程抗震性能评价

董正方等

和 6.40‰。

已有的规范和研究一般都集中在层间位移角或

目前，地下结构的抗震性能评价指标仍沿用地

直径变形率等单因素指标上，单因素变形指标只能

面建筑体系，对于指标限值的研究一般通过统计分

描述结构在动力作用下发生变形或破坏的最大值，

析已有地面建筑的实验数据和数值模拟推导得来，

不能体现地震的持时效应，这样可能会低估幅值较

由于地下结构破坏模式与地面建筑存在着较大差

小的持续性地震对结构的破坏作用。近年来随着基

异，地面建筑的性能指标及其限值不能准确表征地

于损伤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的发展，能体现首次超

下结构的整体变形性能，因此，研究符合地下结构

越破坏和累积损伤破坏的双参数指标在地面结构抗

地震动响应和破坏特点的性能指标及其限值是亟待

震性能评价中已得到了大量应用[110-112]。因此，地

解决的问题。

下结构抗震性能指标研究的下一步研究方向是将双
参数指标体系引入到地下结构抗震分析中，建立符

5

地下工程抗震分析方法及性能评
价进一步研究方向

合地下工程的抗震评价体系。
抗震性能评价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性能指标的
细化及不同性能水准下指标限值的确定，大多数规

5.1 地下工程抗震分析方法

范中只有两级性能水准指标，即弹性状态指标和弹

目前已有的理论分析方法在逻辑推导方面有着

塑性状态指标，其限值多是基于地面结构实验数据

严密的数学理论基础，但是在场地条件、地震波处

的统计分析。如何建立适合地下工程不同抗震性能

理、动力本构模型及土–结构相互作用等方面存在

要求的水准指标，是未来地下工程抗震研究工作者

较大的简化，而且都没有考虑地震持时效应的影响，

需要努力去解决的一个难点。如何根据岩石地下工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适用

程地震响应机制与灾变机制，建立岩石地下工程抗

性。动力时程分析法能考虑到岩土体的非线性特征

震性能水平及量化指标，开展非线性动力损伤演化

及土–结构动力相互作用。因此，抗震理论分析研

理论对地下工程抗震性能分析研究；提出不利地质

究的下一步热点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提出

条件和支护结构性能劣化对岩石地下工程全寿命服

能适应各类场地特点的地下结构动力响应分析方

役期岩石地下工程抗震性能的多目标综合评价方

法；(2) 目前已有的拟静力分析法中地震水平作用

法。

一般都简化成矩形或三角形分布，这与实际地震作

除此之外，系统总结国内外工程抗震设防水准

用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将地震作用进行合理有效的

研究成果与工程实践经验，建立基于近场地震动特

简化，促进拟静力分析的推广应用；(3) 地震的持

征和强震灾变模式与临界条件的岩石地下工程全寿

时效应将导致结构的低周疲劳破坏，研究考虑地震

命服役期面向性能的抗震设防目标及其设防水准；

持时效应的相关参数的取值方法；(4) 动力时程分

研究岩石地下工程抗震设防地震动参数的确定方

析法能很好模拟地下结构地震作用下的响应，但是

法，提出各级设防水准下的地震动参数。另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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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岩石地下工程地震响应的时空效应和灾变模式，
研究地下结构动力损伤演化与抗震性能间的关系，
提出面向灾变动力学过程和抗震性能的地下工程设
计理论与方法；研究围岩、结构、减震体系协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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