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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震过后通常会发生多次余震，结构在主余震序列作用下的震害也往往比单独主震作用时更

为严重。我国村镇砌体结构量大面广，历史震害严重。本文针对 2005 年九江-瑞昌地震中某典型砌
体结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主余震统计关系构造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对其进行弹塑性有限元

分析，对比分析单一主震和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动下结构的震害特征、损伤耗能和位移反应的差异，以
明确余震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余震会对主震中受损结构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尤其会加
剧底部楼层的损伤程度；余震损伤与主震损伤和余震强度有关，当结构主震损伤及余震强度较大时，
余震对结构损伤的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主余震序列；地震构造；损伤耗能；砌体结构；抗震性能
中图分类号：TU37；X43

文献标识码：A

Seismic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masonry structure in typical villages
and towns under mainshockaftershock sequence ground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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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y aftershocks usually occur after a strong earthquake and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sequence of
mainshockaftershock is more serious than single earthquake. The masonry structure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our
country is large in quantity and wide in area，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earthquake damage is serious.The study i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typical masonry structure in the 2005 JiujiangRuichang earthquake. On the basis of previ
ous research，the sequence of mainshockaftershock has been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mainshockaftershocks.The elastoplastic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analyze the single main
shock and the mainshockaftershock.The difference in the damage characteristics，damage dissipation energy and
displacement response of the structure under the sequence of mainshockaftershock are compared to clarify the im
pact of the aftershock on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structur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mage caused by after
shocks is more serious than that of the mainshock，especially intensifying the damage of the bottom floor. The dam
age caused by aftershock is related to the mainshock damage and aftershock strength，when the mainshock damage
and aftershock strength of the structure is greater，the aftershock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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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地震频发，村镇砌体结构抗震性能相对较差，且有许多村镇位于高烈度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受到潜在威胁，如汶川地震［1］、玉树地震［2］等地震中均有大量村镇砌体结构发生破坏，给人们带来惨痛
的教训。大量历史震害资料表明，强震后往往会发生多次余震。例如，2008 年汶川发生 Ms8.0 级地震，根据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测定，从 2008 年 5 月 12 日到同年 6 月 18 日，该地区共发生 4.0 级以上的余震高达 215 次，
最大一次余震震级达到了 6.4 级［3］。余震往往会对结构造成二次损伤，甚至会引起建筑物倒塌破坏。例如，
1976 年唐山大地震［4］中，很多工业与民用建筑及桥梁在主震中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之后在强余震作
用下震害加剧以致倒塌，损伤累积效应十分明显，并造成大范围伤亡［5］。
吴波和欧进萍等［6］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主余震作用下的确定性和随机性的地震反
应分析，指出余震对结构的不利影响。温卫平等［7］采用 Opensees 有限元软件研究了单自由度体系在主余震
作用下的反应。结果发现，余震继续作用下结构的滞回耗能较主震单独作用时均有所增加，通过所选取的
实际和构造的主余震对该单自由度体系进行大量分析，提出了适合于主余震作用下结构损伤指数的计算方
法和损伤谱计算模型。 Hatzigeorgiou 等［8］对 8 个钢筋混凝土平面框架结构在 5 条实际的和 40 条构造的主余
震作用下的非线性反应作了广泛的参数化分析，分别研究了结构局部和整体破坏指数、最大延性需求、层间
位移角、塑性铰的发展等，结果表明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动对结构反应的影响很大，应该在设计阶段给予考
虑。马骏驰等［9］通过对结构进行拟静力循环往复加载分析来模拟接连两次地震对结构的影响，得到了不同
地震序列组合情况下的等效地震影响系数［10］。此外，针对于主余震的构造，国内外学者也开展了大量研究，
早在 19 世纪，日本学者 Omori 得出了余震发生频率随着时间逐渐衰减的规律，即 Omori 定律［11］。此外，还有
描述余震震级与频度之间关系的 GutenbergRichter 定律，以及主余震之间震级之差的 Bath 定律［12］。吕大刚，
周洲等［13］研究发现，真实和人工主余震序列中，基于重复法构造的人工主余震序列对结构的潜在破坏能力
最强，而基于衰减法构造的人工主余震序列与真实主余震序列对结构的潜在破坏能力较为接近。
因此，本文针对 2005 年九江-瑞昌地震中一栋典型村镇砌体结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14-15］，基于主余
震统计关系构造三条主余震序列，利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对此典型房屋进行三维弹塑性地震反应分析，
通过震害特征，以及损伤耗能和层间位移角两个量化指标对比分析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动对砌体结构抗震性
能的影响，为村镇砌体房屋的抗震设计、加固和改造提供科学依据。

1

结构概况及有限元模型

1.1

典型村镇砌体结构概况
该典型村镇砌体结构共 2 层，总长 15 m，总宽 8 m，层高 3 m，屋盖高约 2.4 m。横墙间距为 3.6 m，墙厚均
为 0.24 m。结构所处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Ⅶ度，设计地震分组为一组，Ⅱ类场地［16］。未设置圈梁和构造柱，
但施工质量相对较好，经历了 2005 年的九江-瑞昌地震，震后未作大型修复，震害特征明显。一楼震害重于
二楼，
走廊两端墙体开裂严重，
底部可见水平裂缝，
房屋门窗洞口、
转角处、
预制楼板之间、
各承重横墙等部位普
［14］
遍存在明显裂缝，
部分预制楼板存在轻微错动 。图 1 为结构外观及局部震害图，
平面布置图如图 2 所示。

（a）结构外观

Fig. 1

（b）局部震害
图1

结构外观和局部震害［14］

Exterior and local damage of the structur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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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布置图
Layout plan

Fig. 3

图3

房屋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3D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house

结构有限元模型
该砌体房屋的有限元模型建立、材料模型选取、模态分析和初步的弹塑性分析的具体内容已在文献

［15］中 有 详 细 介 绍 ，其 模 型 的 准 确 性 已 有 很 好 的 验 证 ，故 在 此 仅 简 要 介 绍 该 模 型 的 建 立 。 本 文 利 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对该房屋进行建模，采用整体式建模和混凝土损伤塑性（Concrete Damage Plasticity）模
［17］
型，根据《混凝土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定义材料塑性，材料损伤参数采用能量等效原理进行计算；混

凝土构件和砌体采用实体单元 C3D8R，混凝土材料墙体、楼板等各构件间采用 tie 连接，单元尺寸为 0.15 m。
阻尼模型采用瑞利阻尼，阻尼比为 5 %。考虑到原型结构在实际地震中（Ⅶ度）破坏严重，为更好地研究余震
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建模时对原型结构的材料强度进行了适当增强，结构有限元模型如图 3 所示。

2

地震波的选择及主余震序列的构造
因缺少 2005 年九江-瑞昌地震的主余震序列记录，本文以当地罕遇地震规范谱为目标谱，挑选出一条地

震动作为主震，其加速度反应谱与时程曲线如图 4 所示。

（a）主震反应谱

Fig. 4

图4

（b）加速度时程曲线

主震反应谱与加速度时程曲线

Response spectrum and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curve of mainshock

以挑选出的地震动记录作为主震，结合温卫平等［18］提出的余震地震动预测公式，考虑其残差项，对余震
反应谱的谱值与主震反应谱的谱值之比进行模拟，余震地震动预测公式表示为：

(

(

ln ( ∇S a ) = b 1 M ms + b 2 ∇M + b 3 ln ∇D + ∇M D ms

)

b4

) + b ln (760 V
5

s30

)+ ε

（1）

式中，∇S a 为余震反应谱的谱值与主震反应谱的谱值之比；M ms 为主震震级；∇M 为余震震级与主震震级之比；
∇D 为余震断层距与主震断层距的比值，本文取 1；D ms 为主震断层距；V s30 为平均剪切波速；ε 为残差项，服从

均值为 0，标准差为 σ 的正态分布［18］；b 1-b 5 和 σ 为回归系数，可参考文献［18］。

需要指出的是，在模拟过程中，主震的震级、场地条件与主震断层距由挑选出的主震确定；余震震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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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吴波、欧进萍等［19］研究得出的最大余震震级统计规律进行模拟，并考虑其残差项，其统计规律如下式
所示。

M as1 = 0.5 M ms + 2.02 + εσ 1

（2）

M as2 = 0.32 M ms + 2.98 + εσ 2

（3）

式中，M as1 和 M as2 均表示最大余震震级；M ms 表示主震震级；ε 为残差项，服从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的正态分
布［18］；σ 1 2 = 0.24；σ 2 2 = 0.21。

（a）谱加速度比值曲线

Fig. 5

图5

（b）余震反应谱

谱加速度比值曲线与余震反应谱

Aftershock response spectrum and the curve of spectral acceleration ratio

结合余震地震动预测公式和最大余震震级统计规律，对每一个周期点的 ∇Sa 模拟 100 000 次，以 50% 的

超越概率为例，将模拟得到的 ∇Sa 进行从大到小排序，选取每一周期点排序为第 50 001 位的 ∇Sa，将不同周
期处的数据点相连，即得到 50% 超越概率的 ∇Sa 曲线，得到的超越概率为 50% 的 ∇Sa 曲线如图 5（a）所示。

将每一周期点处的 ∇Sa 与主震在该周期点的谱值相乘，即得到预测的余震谱谱值，将各个周期点的谱值

相连，即得到余震预测谱。以其为目标谱，首先利用 PEER 的选波功能进行初步筛选，选择 3 条地震波，将筛
选得到的地震波再利用 SeismoMatch 软件进行调整，余震目标谱与调整后的余震反应谱如图 5（b）所示。

Fig. 6

图6

主余震序列加速度时程曲线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curve of mainaftershock series

将挑选出来的主震与余震相连构成主余震序列，考虑计算效率，主震与余震的间隔时间取为 10 s。构成

的主余震序列加速度时程曲线如图 6 所示，挑选的地震动记录信息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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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本文
编号
主震
余震#1
余震#2
余震#3

3

时间/年 震级
1971

6.61

1994

5.13

1978
1990

5.92
5.6

灾

害

学

地震动记录信息

Seismic record information

R rup/

V s30/

截取时间

RSN79_SFERN_PAS000.AT2

25.47

415.13

15

RSN1683_NORTH151_ORR090.AT2

23.52

450.28

9

事件名称

记录文件名

San Fernando

Santa Barbara

Northridge-05

SiciliaOrientale_ Italy

第 31 卷

报

RSN135_SBARB_CAD250.AT2

RSN4331_SICORIEN.P_SRT000.AT2

（km·s-1） （km·s-1）

27.42
26.93

465.51
412.59

/s
9
9

主余震序列下结构抗震性能分析
将构造的主余震序列作为输入波，为了确保主震和余震强度关系不会因为调幅而发生改变，故采用对

主余震序列中的主震和余震进行同步调幅的方法，以主震的峰值加速度为控制参数，为便于说明，本文将构
造的主震值加速度为 0.1 g 的主余震简称为 0.1 g 主余震，依次类推峰值加速度从 0.05 g 至 0.4 g 逐级加载，对
该结构进行动力时程分析，对于 3 条主余震序列地震下的计算结果均取最大值，分析其抗震性能。

Fig. 7

图7

主余震作用下的损伤云图

Damage cloud map of the mainshockafter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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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分析
结构的拉损伤云图如图 7 所示，由图 7（a）和（b）对比可知，当主震 PGA 为 0.1 g 时，单次主震和主余震序

列下房屋拉伸损伤云图没有明显变化，说明单次主震作用下结构震害较轻，再遭受一段较小的余震作用后，
没有造成明显的二次损伤。由图 7（c）和（d）对比可见，当主震峰值加速度为 0.2 g 时，主余震序列作用下的损
伤情况与单次主震作用下的损伤情况已有明显变化，其门窗洞口和墙角部位损伤有加重情况，损伤范围也

明显大于单次主震作用，说明该结构遭遇较大地震动作用后，已造成塑性变形，再遭遇一定程度的地震动作
用，会加剧损伤情况，即“二次损伤”。由图 7（e）和（f）对比可见，当主震峰值加速度为 0.4 g 时，
“二次损伤”效

应更加明显。即余震损伤与主震损伤具有一定相关性，当余震强度及结构主震损伤较大时，余震对结构损
伤的影响更为显著。
3.2

结构整体损伤耗能分析
为进一步定量分析余震对结构损伤的影响，采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的损伤耗能（Damage dissipation

energy）指标［20］来表征结构的累积损伤，其数学表达式为：
ED =

∫ ( ∫ 1 - d σ:ε̇ dV ) dτ
t

0

dt - d

(4)

el

式中：σ 为应力；d t 为当前损伤水平参数；d 为损伤参数；ε̇ el 为弹性应变率；V 为体积。

整体损伤耗能指标是衡量结构在地震动作用后损伤程度的重要参数，也是决定结构震后修复还是重建

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整体损伤耗能指标通过对整个结构的损伤耗能进行求和计算［20］。文中对比了不同强
度主余震序列型及单次主震地震动作用下结构的整体损伤耗能情况，绘制了不同强度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动
作用下结构的整体损伤耗能曲线，如图 8 所示。

Fig. 8

图8

损伤耗能曲线

Damage dissipation curve

图9

Fig. 9

层间位移曲线

The curve of story drift

由图 8 可知，当主震强度相对较小时，即当主震峰值加速度为 0.05 g 和 0.1 g 时，其损伤耗能曲线几乎水

平，即在主震作用下，结构并未发生较大损伤，处于弹性阶段，再受到余震地震动作用时，并无明显的“二次

损伤”；当主震峰值加速度为 0.2 g 时，余震对结构造成的损伤开始明显，即结构在主震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生
塑性破坏，再次遭遇余震后会发生损伤加剧情况。当主震强度逐步增大时，这种加剧情况更为明显；当主震
峰值加速度为 0.3 g 时，由于余震的影响，其整体损伤耗能增幅约为 33%；当主震峰值加速度为 0.4 g 时，为对

比结构在不同余震下的损伤差异，图中给出了 3 条不同主余震序列下的结果。其中，余震#1 使其整体损伤耗

能 增 幅 约 为 20.5 % ，余 震 #2 使 其 整 体 损 伤 耗 能 增 幅 约 为 40.8 %。 余 震 #3 使 其 整 体 损 伤 耗 能 增 幅 约 为
46.2 %。可见，即使是反应谱较为一致的地震动作用，也会使得结构反应具有差异性，即选取多条地震动进
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余震会对结构造成“二次损伤”，余震损伤与主震损伤具有一定相关性，当余震强度
及结构主震损伤较大时，余震对结构损伤的影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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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相对位移分析
表 2 给出了不同强度单次主震和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动作用下各楼层的最大层间位移角。通过与文献

［21］中的划分标准（如表 3 所示）对比，综合来看，在峰值加速度为 0.05 g，经单次主震和主余震序列作用下，
该砌体结构基本保持完好；在峰值加速度为 0.1 g 时，经单次主震和主余震作用下的砌体房屋底层保持在轻
微破坏阶段，第二层为基本完好状态；在峰值加速度为 0.2 g 时，经单次主震作用下，该砌体房屋两层均为轻
微破坏状态，但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动作用下，该砌体房屋一层已进入中等破坏状态，第二层仅在主余震#1 作

用下进入中等破坏状态；在峰值加速度为 0.3 g 时，经单次主震作用下，该砌体房屋第一层为严重破坏状态，
第二层为中等破坏状态，经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动作用下，该砌体房屋一层层间位移角明显增大，第二层层间
位移角并无明显变化；当峰值加速度为 0.4 g 时，经过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动作用后，在主余震#3 作用下该砌体

结构第二层开始进入严重破坏状态，在其他两条主余震序列作用下该砌体结构第二层接近严重破坏状态。
综上所述，当主震强度较小时，余震作用并不明显，当强度逐渐增大时，余震会对结构产生明显的“二次损
伤”，且首先严重加剧底层的损伤程度；即使是反应谱较为一致的地震动作用，也会使得结构反应具有差异
性，即选取多条地震动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Table 2

表2

各楼层的最大层间位移角

The maximum interstorey displacement angle of each floor
一层

峰值

主余震

主余震

主余震

序列#1

序列#2

序列#3

1/5 263

1/5 263

1/5 263

1/5 263

1/2 000

1/1 500

1/1 630

1/1 875

加速度（g）

单次主震

0.05
0.2

0.1

1/2 970

0.3

1/1 060

0.4

二层

1/744

1/2 970
1/987
1/650

Table 3

1/2 970
1/1 026
1/666

表3

1/2 970
1/955
1/530

主余震

主余震

主余震

序列#1

序列#2

序列#3

1/6 000

1/6 000

1/6 000

1/6 000

1/2 308

1/1 900

1/2 205

1/2 143

单次主震

1/3 209
1/1 500
1/1 154

1/3 209
1/1 500
1/1 103

1/3 209
1/1 500
1/1 125

1/3 209
1/1 500
1/1 071

层间位移角限值

Limit value of interstorey displacement angle

震害等级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位移角限值

1/3 000

1/2 000

1/1 100

1/350

图 9 以主余震#3 为例，给出该砌体结构在不同强度的单次主震和主余震序列下各层层间位移曲线，由图

可以直观看出当峰值加速度为 0.2 g 以上时，余震对结构一层的影响就已十分明显，但是余震对结构二层的
影响不是很大。

为进一步探究余震对结构不同楼层的影响，以及余震损伤与主震损伤的相关性，选取其中几条典型的

相对位移时程曲线（如图 10 所示）进行分析。可知，当主震峰值加速度为 0.1 g 时，经过主震作用后，该结构

的第一层有很小的残余相对位移（0.04 mm），认为基本处于弹性阶段，且余震强度较小，所以最大层间位移

（1.00 mm）仍然出现在主震阶段。第二层也出现了残余位移（0.04 mm），但是残余位移过小，第二层主要还处
于弹性阶段，且余震的强度不足，所以第二层的层间位移最大值（0.77 mm）出现在主震阶段；当主震峰值加
速度为 0.2 g 时，经主震作用后，第一层出现了较之前更大的残余位移（0.20 mm），且余震强度已不可忽视，因

此第一层的最大层间位移（1.67 mm）出现在余震阶段，表现出余震的“二次损伤”效应。此时，第二层也出现

较大的残余位移（0.14 mm），且余震强度较大，因此此时第二层的最大层间位移（1.40 mm）出现在余震阶段，
但是增幅并不明显；当主震峰值加速度为 0.4 g 时，经主震作用后，第一层的塑性损伤更是加剧（残余位移为
0.97 mm），再经历较大程度的地震动作用，使得其出现更大的损伤（最大层间位移为 5.70 mm）。经主震作用

后，第二层出现了较之前更大的塑性损伤（残余位移为 0.28 mm），且此时的余震强度足够大，因此第二层的

最大层间位移（2.80 mm）出现在余震阶段，表现出余震的“二次损伤”效应。余震对砌体结构的“二次损伤”
效应与主震作用后的残余位移和余震的强度有关，且主震作用后，第一层的残余位移均大于第二层，即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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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二次损伤”效应更为明显。

（a）一层

Fig. 10

4

图 10

（b）二层

不同楼层相对层间位移时程曲线

Time history curve of relative displacement between different floors

结语
本文研究了主余震序列型地震对砌体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通过有限元软件 ABAQUS 对一栋典型砌体

房屋进行了三维弹塑性地震反应分析，采用损伤耗能、最大层间位移角及层间位移等方面量化分析余震对
其抗震性能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结论及建议：

（1）余震可能会对主震中受损砌体结构造成“二次损伤”，余震对砌体结构的“二次损伤”效应与主震作
用后的残余位移和余震的强度有关，即余震损伤与主震损伤具有一定相关性，当余震强度及结构主震损伤
较大时，余震对结构损伤的影响更为显著。
（2）利用反应谱较为一致的地震动对结构进行抗震分析时，结构反应往往也具有较大差异性，因此，选
用多条地震动进行抗震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3）结构在单次主震和主余震作用下均是底层首先发生破坏，且底层受余震的“二次损伤”效应更为明
显。底层、门窗洞口及墙角等是砌体结构薄弱部位，在结构抗震设计、加固及改造时，应适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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