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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行道树的抗风性能和风灾易损性，文中选取了深圳市具有代表性的阴香类行道树模

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分形理论并考虑其空间形态构建了行道树的有限元模型；利用 ANASYSWork
bench 平台模拟行道树模型的风荷载，并探讨了该行道树模型在不同等级风速作用下的风振响应特性

和破坏模式。研究发现：行道树主干的最大切应力出现在最低处树枝与主干连接处，最大弯矩出现在
树根端部位置；剪切破坏是引起该类型行道树破坏的主要形式，行道树结构失效的位置集中发生在枝
条连接处；随着枝条逐渐损失，行道树承受的总风荷载减少，失效风速显著增加；考虑行道树的空间形
态和分枝影响构建的有限元模型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典型行道树的失效风速和破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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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wind resistance performance and wind disaster vulnerability of street trees，this
study selects the representative Cinnamomum burmanni street trees in Shenzh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fractal theory and spatial shape of the street trees，a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built.Wind load of the street tree model，
and the windinduced vibration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and failure modes of the street tree model was simulated

and discussed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wind speeds by using the AnasysWorkbench platform. The study shows
that：the maximum shear stress of the main trunk of the street tree appeared at the junction of the lowest branch and

trunk，and the maximum bending moment appeared at the end of the tree root；shear failure is the main failure mode

of the Cinnamomum burmanni street trees，and the failure of the street trees mainly occurred at the joint of branches；
With the loss of branches，the total wind load on the street trees decreased and the failure wind speed increased sig
nificantly；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considering the spatial shape of the street trees and the influence of branches
can accurately predict the failure wind speed and failure mode of the typical Cinnamomum burmanni street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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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台风年鉴统计，每年由台风给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数以百亿计，其中城市行道树的破
坏及其附带损失（砸伤行人、车辆，飞射物对建构筑物的破坏等）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次生灾害的重要因

素［1］。随着人民对居住环境需求的日益提升，城市绿化生态建设持续增加，如深圳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40%
以上，绿化覆盖率则超过 50%。与此同时，台风给深圳市行道树造成的损毁也日益渐增，如 2018 年第 22 号

台风山竹粗略估计造成 11 680 棵树木倒损，经济损失达数 10 亿。因此，对城市行道树抗风性能开展系统研
究，建立其风致破坏模式、确定其破坏风速及台风易损性对城市绿化以及防台减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国际上对于树木抗风性能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早在 1881 年，Greenhill［2］将树木简化成匀质的锥形

体，研究了树木的风致振动特性。考虑到树冠的自重，Spatz 等［3］对 Greenhill 的模型进行了改进，在顶端附加

了集中质量。Baker［4］则建立了树木风致倒伏的简化理论模型。Sellier 等［5］建立了树木的有限元模型，推动
了树木风振响应研究的发展。Ciftci 等［6］使用有限元法讨论了枫树树冠的空间形态对其动力放大因子的影
响。Dupont 等［7］建立了冠层的随机风速模型，预测了不同风速下树木的破坏概率。
在国内，对树木风致破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风过后的树木受损情况调查，提出树木倒伏的影响因素
及减灾措施。对于树木抗风性能方面的研究，宫晓芳［8］利用编程结合分形理论建立树木力学结构模型。艾
晓秋等［9］采用频域分析方法对行道树的失效风速进行了研究，建立了考虑树木形态和分枝影响的行道树风
灾破坏评估有限元模型。李正农［10］采用多松弛格子 Boltzmann 模型对树木流场进行分析，准确预测了树木
最大风速的位置；随后考虑了树木间干扰作用，通过风洞试验初步探明树木间的风荷载与流场特性［11］。

本研究将旨在建立考虑树木形态和力学性能影响的合理有限元模型，采用流固耦合方法对深圳市阴
香类行道树的破坏模式、失效风速及枝条损失率等进行系统研究，为城市防台减灾及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和
指导。

1

阴香类行道树有限元模型建立

1.1

阴香类行道树几何模型构建
实地调查与文献统计显示深圳的常见行道树分为阴香、大叶榕、桃花心木等 12 种，其中阴香类所在街道

的占比超过 6.73%［12］，因此，本研究主要以阴香类行道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抗风性能分析。树木作为一种非

均质材料，每个枝条的形态各异，材料参数亦各不相同，力学性能各向异性。考虑到树木的整体与局部存在
自相似、自仿射等关系，本研究将分形理论应用于阴香几何模型的构建中，枝条在主干上分形的角度、长度和

级数等参数通过分形来确定。通过对深圳大学校园内近 100 多棵阴香树的实地调研，分析统计了其主要枝
条数量及生长朝向等，建模时对阴香行道树进行了适当的简化，本文对阴香类行道树简化如下：

（1）将阴香类行道树简化为四级体系，包含主干、一级枝条、二级枝条和三级枝条（图 1 所示）；
（2）不考虑树木根部与土体的耦合作用，将树木固接在土体上；
（3）不考虑树木初始倾斜和位移影响。

Fig . 1

图1

行道树的几何模型

Geometric model of border trees

图2

Fig . 2

树干及其分枝空间结构示意图
Spatial structure of trunk and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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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UG 软件的族表和 UDF 库功能，设置 R i、S i、T i 和H 0 等 14 个系数来描述树枝底径、顶径、长度、分枝

位置等参数与主干底径 D 0 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各系数的含义见表 1。考虑到耦合计算需要耗费较大的
计算机资源，同时为了保证计算精度，需要控制流场域与树木的交界面的最小网格尺寸，故计算模型根据实
际树木枝干直径，按 1：6 的比例建立阴香树的缩尺模型，其缩尺模型参数见表 2。首先确定树干和一级分枝

模型，根据阴香行道树的几何尺寸、空间形态的特点，通过修改底径 D 0 和 14 个系数，快速获得相应形态的树
枝模型，放置在一级分枝上，形成第二、第三级分枝，生成完整行道树模型。
表1

Table 1

D0 /mm
45

Model coefficient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系数

单位

意义

R0

无量纲

树枝和其分枝的底径与其顶径之比

Ri

无量纲

第 i 分枝点距树枝端部的距离同树枝长度之比

Si

无量纲

第 i 分枝底径同树枝底径之比

Ti

无量纲

第 i 分枝长度同第 i 分枝底径之比

Wi

无量纲

第 i 分枝顶径同第 i 分枝底径之比

H0

无量纲

树枝和其分枝的长度与底径之比

Table 2
S1

模型系数及其意义

0.36

S2

S3

0.39

0.30

R0

4.0

表2

行道树分形模型参数

Parameters for fractal model for border trees
R1

R2

0.4

0.5

R3

0.6

H0

62.9

T1

17.1

T2

20.3

T3

17.7

W1

0.5

W2

W3

0.5

0.5

树木力学性能受其密度、树龄及含水率等多因素影响，而且树木不同部位力学性能亦存在差异。根据
《中国木材志》可知阴香树种与白杨树种的基本密度和抗弯强度较为接近，树种强度均类属中等偏低类。因

此在本研究中，
阴香类行道树的力学参数参考文献［14］进行设置，
具体参数如表 3 所列。另外，
参考 Gardinaer［13］
的研究结果，一级枝条的材料参数设置为主干材料参数的 80%，二级枝条为一级枝条的 70%，三级枝条为二
级枝条的 60%，树木的轴向弹性模量远大于其他方向，可将行道树模型看作横观各向异性体。

Table 3

行道树力学性能参数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border trees

参数名称

主干

一级枝条

二级枝条

三级枝条

弦向弹性模量 E T /GPa

2.0

1.6

1.12

0.672

弦切面泊松比 μ LT

0.3

切向弹性模量 E L /GPa

径切面泊松比 μ RL
径切面剪切模量 G LR /MPa
密度 ρ/ (kg·m )
-3

1.2

表3

0.8

0.64

0.448

0.268 8

0.1

0.1

0.1

0.1

600
711

0.3

480

568.8

0.3

336

398.2

0.3

201.6
238.9

阴香类行道树模型固有频率验证
模型的准确性是风荷载及失效模式分析的基础，国内外对针叶树固有频率和树干参数的关系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Moore［15］对 8 个树种 602 棵树的固有频率进行了分析，发现树木固有频率和胸径（DBH）与树高（H）
的平方之比呈线性关系，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如下关系式：

DBH
H2
式中，f 为树木固有频率；DBH 为树木的胸径，单位 cm；H 为树木的高度，单位 m。
f = 0.076 6 + 3.121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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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 1.2 节所建立的行道树简化模型采用有限元分析

得树木的固有频率为 0.95 Hz，与采用式（1）计算得固有频率

1.09 Hz 较为接近。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选取 5

种 不 同 尺 寸（DBH/H2 分 别 为 0.320、0.338、0.367、0.370、
0.410）的行道树模型在 ANSYS 平台进行模态分析，以获取
模型的固有频率。图 3 所示为在全枝、去掉一个一级分枝和
无枝树干 3 种情况下自振频率 f 与 DBH/H2 的关系，图 3 中同

时给出了式（1）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由图 3 可见，行道树

固有频率 f 与 DBH/H2 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树木的自振频
率随着胸径的增大而增大，随着树冠高度的增加而减小，随
图3

着枝条的增加而减小。

2

Fig. 3

数值模拟参数设置

自振频率 f 与 DBH/H2 的关系图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frequency f and DBH/H2

本研究将采用有限元分析平台 ANSYS 的 Fluent，Static Structural 和 System Coupling 等模块对行道树的风

荷载和风致振动特性进行耦合模拟分析。
2.1

计算域设置及网格划分
本计算模型的计算域如图 4 所示，计算域长×宽×高尺寸为 4 m×4 m×3 m。树干底端位于计算域底部中

心位置。计算域上风向定义为风场入口边界、下风向定义为出口边界，底部定义为壁面边界、两个侧面定义
为对称边界。树木表面设置为光滑无滑移壁面，风场同模型外表面相接触的面定义为流固耦合面，通过耦

合面将风场产生的风荷载传递给行道树模型，从而实现数据传递。模型最外端树枝距计算域入口的距离为
1.50 m，到出口端距离为 0.96 m；距离计算域左侧壁面的距离为 1.33 m，右侧壁面的距离为 1.48 m；模型顶端

距离计算域顶部的距离为 0.17 m；模型疏透性较好，计算域的阻塞率为 4.5%。便于简化分析，模拟时将行道
树根端部设置为固定端约束。

网格结构和疏密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仿真模拟的计
算精度，但是网格加密又会增加计算时间和储存空间，
本文在网格划分中，合理的调整收敛控制选项，并对网

格的独立性进行了检验，如表 4 所列。根据现有计算机
能力，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后续采用了第三套网格对
行道树进行模拟分析。

图 5 所示为行道树流场网格划分示意图。为了提

Table 4

表4

25 m/s 风速下的网格独立性检验

Grid independence test at wind speed of 25 m/s

网格数量

迭代时间/h

胸径应力值/MPa

4 352 171

4.5

2.82

10 010 562

8.5

2.53

6 428 866

13 079 913

6.5
10

2.65
2.52

高计算精度，在流固耦合界面上设置了 10 层膨胀层加密网格。网格单元数量为 10 010 562，扭曲度最大值为
0.754，平均值为 0.265；正交质量最小值为 0.22，平均值为 0.734，网格质量较好。为避免网格退化现象，在利

用 Static Structural 模块进行受力分析时采用 ANSYS 单元库中的 solid187 单元进行模拟，选择四面体网格划
分单元，树木实体网格单元数量为 1 064 839。

Fig. 4

图4

计算域示意图

Sketch of computation domain（unit：m）

图5

Fig. 5

网格划分示意图
Sketch map of me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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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求解参数设置
为了在满足收敛条件的前提下尽量节省计算资源，本文数值计算采用 SIMPLE 算法对速度-压力耦合求

解；设定风场计算总时间为 10 s，时间步长为 0.01 s。采用标准 k-ε 湍流模型，每一时间步长的迭代次数设定
为 20 次，收敛精度设置为 0.001，其他参数采用默认设置。由于缩尺模型的最大高度为 2.83 m，故不考虑地

面粗糙程度对风速剖面的影响，速度入口直接采用沿高度不变的均匀风速场；采用 15 m/s 至 35 m/s（5m/s 递

增）风速对树木进行单向流固耦合的风荷载模拟，将模拟得到的风荷载通过流固耦合面加载到树木模型上，
进而开展树木模型动力响应分析［16］。

3

典型行道树风致破坏分析

3.1

行道树风致破坏判别准则
Baker 等［17］针对云杉动力响应的研究认为树木失效风速与结构单元平均弯矩、根端部极值弯矩以及剪
切应力较为敏感，后续研究者鉴于此分别建立了基于弯矩的风致破坏准则和基于剪应力的破坏准则 2 类。
3.1.1 基于弯矩的破坏准则
树木整体的风致振动主要表现为沿顺风向的弯曲振动，一旦模型单元的弯矩荷载超过其抗弯能力时，
即认为该单元发生弯曲破坏。树木的最大弯矩一般出现在树根或枝干的端部位置，因此本文以树木根部或
枝干端部的失效弯矩作为其破坏的判断依据，当单元的最大弯矩大于其失效弯矩时，即认为发生破坏。定
义弯矩的指示函数为：
Bi
Ii =
, i = 1, 2, 3..., Ne
（2）
B̂ i
式中，I i 为第 i 个单元的状态指示函数，I i < 1 意味着单元安全，I i ≥ 1 意味着单元失效；Ne 为行道树模型的单
元数量；B i 为第 i 个单元的最大弯矩；B̂ i 为第 i 个单元的失效弯矩。
失效弯矩 B̂ i 可根据强度理论由下式来确定［17］：

式中，σ 为材料强度；r i 为第 i 个单元的截面半径。

σπr i3
B̂ i =
4

（3）

文中在采用弯矩破坏准则时，首先通过强度理论计算得到枝干的失效弯矩（式（3）），之后基于风振响应
分析计算出不同等级风速作用下的枝干单元截面的最大弯矩，最后由弯矩指示函数值来判定树木破坏状
态，并对失效风速进行预测。
3.1.2

基于剪应力的破坏准则
树木在风荷载的作用下，除了由于弯曲变形导致的弯曲破坏之外，在主干和枝条连接部位产生较大的

剪切应力从而导致主干端部和枝条连接处发生剪切破坏。研究表明木材的抗剪强度仅为抗弯强度的十分
之一左右［18］。因此，本文亦采用基于剪切应力的破坏准则对树木模型的单元失效状态进行判定［19］。

树木的强度受生长年限、含水率、生长状态等因素影响较大，参考鹿振友等［20］对 3 年生的毛白杨的力学

性能的测试结果，结合陶嗣巍对简化模型的强度折减结果［14］，采取材料标准试验强度值的 75% 作为模型的

极限值，折算出树木主干的最大剪切应力为 3.75 MPa。根据 Gardinaer 等［13］的研究结果，对每一级枝条的强
度参数进行适当折减：一级枝条的强度参数设置为主干强度参数的 80%，二级枝条为一级枝条的 70%，三级
枝条为二级枝条的 60%。模型各分枝单元的最大切应力限值如表 5 所示。
Table 5

3.2
3.2.1

表5

树木各分枝的最大切应力

The maximum shear stress of branches of border tree

树木枝干

主干

一级枝条

二级枝条

三级枝条

最大切应力/MPa

3.75

3.0

2.1

1.26

行道树风振响应分析
行道树内力响应分析

文中的模拟结果显示树木的最大弯矩出现在树根端部位置，与艾晓秋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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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风速作用下树根端部弯矩变化趋势，由图可见，随着风速的增加，树根端部弯矩呈幂函数递增趋势。

图 7 所示为不同风速等级下主干最大剪应力包络图，从图可见，剪应力随着平均风速的增大而增大，在

最低树枝与枝干连接处达到最大值；每个分枝受到的力，通过一级枝条传给主干，导致每个一级枝条高度处
的剪应力都会陡然增加。因此，对最低树枝与主干的连接处采取合理的加固措施，能有效的防止树木的风
致破坏。

Fig. 6

3.2.2

图6

不同风速下根部弯矩

Bending moment at the end of border tree

model under different wind speeds

图7

Fig. 7

不同风速下主干最大切应力

The maximum shear stress of the trunk
under different wind speeds

行道树位移响应分析
文中阴香类行道树有限元模型的树根端部采用固定支撑约束，假定其在顺风向风荷载的作用下，只发

生弯曲变形，不考虑其整体倾覆性破坏。在现实情况下，少量行道树由于移植过程导致其根系较浅，在台风
过程中可能发生整体倾覆破坏。但行道树抗倾覆力矩

表6

与树种、根系、移植年限、土体稳定性等相关，在本研究

Table 6

类行道树模型最低分枝与主干连接处在不同等级风速

风速/（m·s-1）

中暂不考虑阴香行道树的整体倾覆破坏。表 6 所示阴香

作用下的水平位移，以及响应的主干弯曲角度。由表可
见，最低树枝与主干连接处的位移随着作用平均风速的
增加呈逐渐增大趋势；由最大剪切应力分析结果可知该
树木模型在风速为 32 m/s 时将发生剪切破坏，此时最低

树 枝 与 主 干 连 接 处 位 移 约 为 280 mm，弯 曲 角 度 约 为
13.89°。
3.3

行道树模型位移

Displacements of border tree model

15

最低树枝与主干连
接处位移/mm
74

20

118

30

248

25
35

177
342

主干弯曲角度/（。）
3.58
5.95
8.88

12.36
16.81

行道树失效风速预测

树木风致破坏的受力较为复杂，在考虑其受剪破坏的同时也应注意其受弯破坏的可能性。当以树木根
部弯矩作为判断依据时，失效弯矩理论破坏系数为弯矩的指示函数；当以极限剪切应力作为失效判据时，定
义破坏系数为树干在风压作用下树干外层的最大应力与其相应临界应力强度值的比。

图 8 所示为行道树根端部的弯矩破坏系数和剪力破坏系数随风速的变化关系，由图可见，随着风速逐渐

增大，2 种破坏系数均呈逐渐增大趋势，但是基于弯矩的破坏系数小于基于剪力的破坏系数。图 8 同时给出
了文献 12 的模拟结果作为对比。由图可见，当风速达到 32 m/s 时，基于最大切应力的破坏系数为 100%，而

基于弯矩的破坏系数则为 40%。由此可见，本行道树模型的剪切破坏是引起其结构失效的主要破坏形式，
在后续分析中将主要以最大剪切应力作为主干的失效破坏准则来进行分析。

考虑到真实环境中随着枝条的折断掉落，树木的迎风面积将减少，树木所受总风荷载也将减少［21］。因
此，需要针对每次模拟结果对失效枝条进行删减，进而调整模型形态，考虑其在不同风速工况下的动力响

应，以模拟枝条的动态损失过程。图 9 所示为采用最大剪应力作为枝条失效判断依据的不同风速下树木损
失百分比。由图可见，树木模型当风速达到 15 m/s 时二级和三级枝条出现损伤掉落，考虑到三级枝条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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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刚度较小，受到的弯矩和剪应力都较小，未发生极值失效破坏，主要随着二级枝条的折断而掉落，故两者
的枝条损失率相同。随着风速增加，一级枝条随之出现折断掉落，导致二级和三级分枝的损失率显著增加；
同时一级枝条掉落后，导致模型整体动力特性也随之改变，在相同风速下使得低级枝条所受风荷载降低，其
破坏风速明显提高。到达主干破坏风速（55 m/s）后，主干发生折断破坏，树木整体失效。与图 8 对比可知，考

虑枝条动态损失后，树木模型的整体破坏风速由原来的 32 m/s 增加到了 55 m/s，树木的抗风性能有了显著提
高，模拟结果可为城市行道树枝条的修剪造型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图8
Fig. 8

4

破坏系数与风速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nk damage
coefficients and wind speeds

图9
Fig. 9

不同风速树木损失百分比
Percentage of tree losses under
different wind speeds

结论
文中以深圳市阴香类行道树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分形理论，首先建立了行道树的简化几何模型；之后基

于 ANSYS 有限元分析平台模拟了行道树在不同等级风速作用下的风荷载以及内力和位移，基于 2 种破坏准
则对典型行道树的破坏模式和失效风速进行了分析。通过本研究获得以下主要结论：

（1）考虑行道树的空间形态、分枝影响和力学性能差异，参数化建立了行道树的有限元模型，该模型能
合理地反映树木的受力状态。
（2）行道树的弯矩和剪切应力随着风速等级的增大而增大，其中主干的最大剪切应力出现在最低树枝
与树干的连接处，最大弯矩则出现在树根端部位置。
（3）树木模型的剪切破坏是引起结构失效的主要破坏形式，弯曲破坏是次要形式。
（4）随着枝条损失，导致模型整体动力特性也随之改变，行道树承受的总风荷载减少，失效风速显著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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