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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活动断层隧道抗减震措施及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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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托格巧高速某穿越活动断层公路隧道，建立了考虑隧道－围岩－断层相互作用的三维地震

响应计算模型，研究了设置减震层、减震缝、柔性接头等单一措施和组合措施下的隧道结构地震响应

规律，探讨抗减震措施的减震效果及适用性。结果表明：横向地震作用下，3 种单一减震措施均能有
效降低衬砌结构的地震损伤，但不同措施的减震效果有所差异。采取减震层时，减小了整个结构地震

响应，降低了结构在断层区域的应力集中程度。采取减震缝、柔性接头时，明显减小了损伤分布范围，
起到了隔断衬砌损伤蔓延的作用，但局部损伤值降低不明显。组合措施下，结构的拉、压损伤分布特
征与单一措施下的相似，但进一步限制了地震动及断层错动对隧道结构损伤的影响范围。地震动强
度和地震波入射方向对结构地震损伤有重要影响。随着地震动强度的增大，衬砌损伤范围迅速增大，
损伤严重程度急剧增加。地震波入射方向对结构地震损伤的影响由小到大依次为：竖向、横向、斜向
和纵向地震动。组合减震措施对竖向地震动的适用性好，而对纵向地震动的适用性差，采取的抗减震
措施需要考虑地震动入射方向。所得结论可为高烈度区穿越活动断层隧道抗减震提供参考。
关键词：隧道工程；活动断层；抗减震措施；地震动强度；地震动方向；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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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lying on a highway tunnel crossing an active fault on the Geqiao Expressway，a threedimensional

seismic response calculation model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unnelsurrounding rockfault was estab
lished，and the single structures and composite measures such as the setting of damping layer，aseismic joints，and
segmental joints were studied. The seismic response law of tunnel structure is to discuss the damping effect and
applicability of aseismic 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three single damping structur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eismic damage of the lining structure under the action of lateral earthquakes，but the damp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measures are different. When the damping layer is adopted，the seismic response of the entire structure is reduced，
and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of the structure in the fault area is reduced. When the aseismic joints and segmental

joints are adopted，the damage distribution range is obviously reduced，and the damage spread of the partition lining
is played，but the local damage value is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d. Under the composite structures，the tensi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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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ive damag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e are similar to those under the single structure，but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ismic and fault dislocation on the tunnel structure damage is further limited. The earthquake
ground motion intensity and the incidence direction of seismic wave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eismic

damage of structures. As the earthquake ground motion intensity increases，the damage range of the lining increases
rapidly，and the severity of the damage increases sharply. The impact of the incident direction of the seismic wave

on the seismic damage of the structure in descending order is vertical，lateral，oblique and longitudinal seismic.
The composite damping measures have good applicability to vertical earthquake ground motion，but poor applicability
to longitudinal earthquake ground motion. The aseismic measures taken need to consider the incident direction of
ground motion. The conclusions obtained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seismic mitigation of tunnels crossing active
faults in high intensity areas.

Key words：tunnel engineering；active fault；aseismic measures；earthquake ground motion intensity；ground
motion direction；adaptability

引言
震害调查发现，历次强震中穿越断层隧道震害最为严重［1－3］，因此，围绕穿越断层隧道地震损伤机理、
抗减震技术，近些年来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工作［4］。如李林等［5－6］结合模型试验和数值分析，研究了穿
越断层破碎带隧道的动力响应特性和地震损伤机理，指出断层破碎带部位及过渡段的衬砌更易发生破
坏。刘云等［7］开展了跨断层隧道地震响应的模型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地震作用下衬砌拱脚部位的受力更
为明显，应加强该部位结构的抗减震设防。耿萍等［8］对减震层减震效果进行分析，表明设置减震层可以降
低地震荷载作用下的衬砌内力峰值，提高衬砌抗减震性能。徐华等［9］和崔光耀等［10］得出最优减震层厚度。
王明年等［11－12］研究了不同减震缝间距的减震效果，分析出减震缝间距与减震效果之间的关系，得出减震
缝最优间距设置。信春雷等［13－14］针对跨断层隧道，开展了减震缝、减震层和套管式可变形结构的抗减震

性能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了常规和新型抗减震结构的动力响应特征和地震破坏机理。Su 等［15］、Xin 等［16］
研究了新型减震材料缓冲层作为隧道衬砌阻尼设计减震的可行性，结果表明，缓冲层能有效削弱隧道结

构的动力响应。李鹏宇等［17］分析了跨断层隧道动力响应特性，得出通过围岩局部接触注浆能显著提高隧
道衬砌抗减震效果。Zhao 等［18］和 Yan 等［19］分别采用纤维塑性混凝土、钢筋增强橡胶作为柔性接头，研究
了柔性接头地震响应特征。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减震缝、减震层等抗减震措施能有效减轻穿越断层隧道地震响应和结构损伤。由
于隧道结构地震破坏经历了弹性、损伤到破坏的全过程，而且，其破坏模式与断层特征、地震动输入等密切
相关。然而，已有跨断层隧道地震响应计算中，对于衬砌多采用线弹性模型，且未考虑衬砌钢筋的作用，难
以反映结构损伤行为。此外，现有的抗减震措施效果多依赖于具体地震动输入，而对抗减震效果的地震动
适用性研究很少。基于此，文中依托某穿越活动断层隧道工程，建立了隧道结构动力损伤计算模型，开展了
减震层、减震缝、柔性接头等单一措施和组合措施下的断层隧道地震响应分析，探讨了组合措施的抗减震性
能及地震适用性，为跨断层隧道的抗震设防提供参考依据。

1

隧道地震响应计算模型

1.1

材料本构模型及参数
为反映衬砌从弹性到破坏全过程，混凝土材料的力学行为采用 CDP 模型（混凝土塑性损伤模型）来描

［20］
述，其应力－应变曲线见图 1。CDP 模型的损伤变量可表示为式（1）
：

dk = 1 -

( )
σk
E0 εk

0.5

（1）

式中：k=c 或 t，分别为受压或受拉；dk 为损伤变量；E0 为初始弹性模量；ek 为示应变；σk 为应力。文中数值模拟
采用的是单调加载，刚度恢复权重因子取 w c = 1，w 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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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得到 C30 衬砌混凝土物理力学参数见表 1。CDP 模型塑性参数的取值参

考文献［21］。

Fig. 1
Table 1

图1

C30 混凝土应力 - 应变及损伤演化曲线

C30 concrete stressstrain and damage evolution curve
表1

混凝土材料物理力学参数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concrete materials

C30 混凝土

屈服应力

屈服应变

峰值应力

峰值应变

极限应力

极限应变

弹性模量

1.54

/%

/MPa

/%

/MPa

/%

/GPa

泊松比

单轴拉伸

/MPa

（
/ kg·m-3）

0.04

22.5

2.0

2

30

0.2

2 500

单轴压缩

0.005 1

12

2.2

0.01
0.15

0.18

0.19

密度

衬砌钢筋采用 HRB400，屈服强度为 400 MPa，极限强度为 540 MPa，其力学行为采用三阶段弹塑性模型

来模拟［22］，钢筋物理力学参数见表 2。计算模型中，钢筋采用绑定约束内置于混凝土实体单元内，不考虑两
者之间的黏结滑移效果。

Table 2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

200

0.3

表2

钢筋物理力学参数

Rebar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屈服强度 f y/MPa
400

屈服应变 εy/%
0.2

极限强度 f u /MPa
540

极限拉应变 εu/%
7.5

围岩本构模型采用 M－C 弹塑性模型，结合依托工程围岩条件，断层上下盘岩体及断层破碎带物理力学

参数见表 3。

Table 3
材料

弹性模量/GPa

上下盘岩体

1.3

断层破碎带

1.2

表3

围岩及断层破碎带物理力学参数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urrounding rock and fault fracture zone

0.5

密度/（kg·m-3）

粘聚力/MPa

泊松比

2 000

0.12
0.02

0.39

2 000

0.42

内摩擦角/（°）
22
20

计算模型
文中依托云南格巧高速公路某两车道隧道，该隧道穿越小江活动断裂带次级断层，为逆断层，断层倾角

为 50°～70°，
断层带宽 10～20 m。隧道全长 2 088 m，
开挖宽度 13.6 m，
开挖高度 10.4 m，
断层处埋深约 136.7 m，
全线最大埋深为 269.56 m。采用复合式衬砌，初期支护由径向锚杆、C25 喷射混凝土、I20a 工字钢拱架及钢

筋网组成，混凝土喷层厚 27 cm，二衬为厚度 60 cm 的 C30 钢筋混凝土衬砌。断层破碎带主要由碎裂岩组成，
岩体破碎、节理发育，断层上下盘围岩为强风化灰岩。

结合依托工程情况，建立穿越断层隧道三维地震响应计算模型见图 2。模型长 200 m，宽、高各 100 m，隧

道按深埋考虑，埋深取为 50 m，断层带宽度取为 20 m，断层与隧道之间倾角为 60°。衬砌和围岩均采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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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8 节点缩减积分实体单元来模拟。网格划分时，遵循网格单元的尺寸不大于地震波波长 1/8～1/10 的原

则［23］，适当加密衬砌及断层破碎带区域的网格划分。钢筋采用植入式桁架单元，将其置于混凝土实体单元
内，不考虑钢筋和混凝土之间的相对滑移。为提高计算效率，按面积等效原则，适当简化了主筋直径和间

距，钢筋细部模型见图 2（b）。上、下盘岩体与断层破碎带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设置库伦接触模型来实现，法
向接触行为用硬接触算法来计算，切向接触摩擦系数取为 0.3［24］，围岩与衬砌之间采用 Tie 绑定，即视为两者

协同变形，不考虑他们之间的相互滑移。衬砌节段间亦采用摩尔－库伦摩擦接触面模拟，取摩擦系数为 0.2。
模型边界采用无限元人工边界［25－26］，以消除人工边界处的反射问题。

整个计算过程分为 3 个步骤：第 1 步是地应力平衡计算。第 2 步进行隧道开挖与支护的模拟，具体是通

过移除计算模型中隧道部分的单元来模拟隧道开挖，通过添加隧道结构单元来实现支护结构的施作。为简

化计算工作量，隧道采取全断面一次性开挖和支护。第 3 步为地震响应模拟。动力计算中，采用瑞利阻尼来
描述模型的阻尼特征，表示为：

C = αM + βK

（2）

式中：C 为阻尼矩阵；M 和 K 分别为质量和刚度矩阵；α 和 β 分别为与质量及刚度成比例的系数，可由式（3）和
式（4）计算：
nω 1
n+1
1
β = 2ζ
(n + 1) ω 1
α = 2ζ

（3）
（4）

式中：ω1 为场地的第一阶自振频率；n 为一个大于 ωe/ω1 的奇数，其中 ωe 为输入地震波的卓越频率；ζ 为阻尼
比，取 ζ=5%。

Fig. 2

Fig. 3

图3

图2

穿越断层隧道三维地震响应计算模型

Threedimensional seismic response calculation model of tunnel crossing a fault

地震波加速度时程曲线图

Seismic wave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curve

图4

Fig. 4

无限元边界的地震动输入流程图
Earthquake ground motion input flow chart
of infinite element boundary

结合依托工程场地类别，一般选取 3～5 条与该场地类别相适用的地震记录作为地震动输入。鉴于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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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探讨不同抗减震措施下的地震响应规律及适用性，为简便计算并能反映地震响应特征，选取典型的

Kobe 地震波为例进行分析。依托隧道工程基本设防烈度为 9 度，取峰值加速度 0.4 g，经过基线调零和滤频

处理，将 Kobe 波调幅至 0.4 g，得到本次计算的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曲线，如图 3 所示。考虑到等效节点力是基
于边界节点逐个施加的，且每个节点处均需要计算对应的等效节点力时程，对于三维动力响应计算模型，该
部分工作量巨大。鉴于此，文中基于 Python 语言编制了无限元边界的地震动输入程序，实现了等效节点力

时程的自动输入，具体流程如图 4 所示。通过在模型底部有限元与无限元交界面上施加等效节点力来实现
地震动输入。等效节点力的计算式如下：

F b = A b × (Cu̇ fb + σ fb )

（5）

式中：Fb 为边界节点上的等效力；Ab 为节点的等效面积；C 为阻尼系数，Cu̇ 、σ 分别为边界节点的自由场速度
及应力。
1.3

f
b

f
b

计算方案
本次计算方案如下：
（1）4 种单一减震措施下的动力响应，具体包括：无减震措施、设置减震层、减震缝、

橡胶柔性接头。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减震缝及柔性接头间距取为 12 m，接头弹性模量取为 200 MPa；减震层
采用橡胶材料，厚度取为 20 cm，弹性模量取为 300 MPa［27－28］。
（2）减震层和减震缝的组合减震措施下，考虑了

峰值加速度分别为 0.2、0.4、0.6 g 这 3 种地震动强度，以及横向、竖向、纵向及斜向 4 种地震动方向。共计 13
个计算工况。需要说明的是，减震措施设置在隧道设防段，设防段以模型轴向中点为基准，左右各延伸
36 m，总计 72 m 范围。

2

单一措施下的地震响应及适用性

2.1

衬砌地震损伤
峰值加速度 0.4 g 的横向地震荷载作用下，地震结束时刻衬砌结构损伤分布如图 5 所示。从图 5 可知，不

同减震措施下，衬砌拉、压损伤沿横向主要分布在墙脚至仰拱范围及拱顶部位，沿纵向主要集中在断层带与

上下盘岩体接触面（简称断层错动面）及断层破碎带内。无减震措施时，衬砌拉、压损伤峰值均达到 0.95 左
右，且损伤范围较大。采取减震措施后，衬砌最大损伤值及分布范围呈不同程度减小，说明减震措施能有效

降低结构的地震损伤，但不同措施的减震效果有所差异。其中，采取减震层时，衬砌拉损伤峰值约为 0.79，较
无措施时明显降低；采取减震缝和柔性接头时，损伤范围明显减少，损伤集中在衬砌节段内，拉损伤峰值分
别约为 0.84 和 0.87。

Fig. 5

图5

单一减震措施下衬砌损伤分布云图

Cloud map of lining damage distribution under a single damping structure

134

自

然

灾

害

学

第 31 卷

报

地震前（静力状态），隧道衬砌仅在墙脚部位局部范围出现轻微损伤，其余典型部位均无损伤。静力下，

各减震结构墙脚沿线的损伤分布见图 6。由图 6 可知，各减震结构墙脚部位在静力阶段的损伤分布基本一

致，具体表现为：沿隧道轴向呈上“凸”形分布，结构在断层破碎带范围内存在轻微的初始损伤，最大拉、压损
伤值分别在 0.17～0.22 和 0.06～0.08 之间。相比无减震措施下的结构，各减震结构损伤峰值均有所降低，降
低约 0.02～0.05 之间，差异较小。

Fig. 6

图6

静力阶段衬砌墙脚沿线损伤分布曲线

Damage distribution curve along the footwall of lining in the static stage

进一步断层错动面衬砌墙脚部位为特征点，提取其地震损伤时程结果见图 7。由图可看出，不同减震措

施下，衬砌墙脚损伤时程变化规律相似，在 3.5～10 s 时间段内快速增长，之后损伤发展趋于平稳。拉损伤大

于压损伤，体现出以受拉破坏为主的特点。从结构地震损伤值来看（即采用地震损伤减去静力下初始损伤
的结果），相较于无减震措施，采用单一措施后，地震损伤值分别降低了 0.02～0.18，不同措施在墙脚部位的
减震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减震层、减震缝和柔性接头。

Fig. 7

图7

衬砌墙脚部位损伤时程曲线

Time history curve of damage to the footwall of the lining

已有研究表明，混凝土损伤值在 0.75 以上时进入严重

损伤阶段［29］。为分析不同措施下衬砌发生严重损伤的情
况，统计了拉损伤值达到 0.75 及以上的衬砌沿纵向的分布

长度，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知，衬砌受拉破坏较为显著，
严重损伤集中在墙脚和仰拱，分布范围较大。在设置不同

减震措施后，墙脚、仰拱受拉严重损伤范围明显减小，降幅
20%～36% 之间，其他典型部位的变化较小。减震层对结
构整体的减震效果较好，而减震缝在墙脚和仰拱的减震作
用略优于柔性接头。
2.2

衬砌及钢筋应力

Fig. 8

图8

典型部位拉损伤柱状图

Histogram of typical tensile damages

静力阶段衬砌墙脚部位主应力沿轴向分布如图 9 所示。由图 9 可知，４种结构的墙脚沿线主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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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相似，在断层区域存在应力集中现象，影响区域约 2 倍的断层宽度。最大主应力在断层区域表现为受

拉，远离断层区域则表现为受压；最小主应力在断层区域明显增大，最大增幅约 25%。相比无减震措施下的

结构，
各减震结构墙脚部位主应力均有所降低，
其中最大、
最小主应力分别降低约 0.1～0.5 MPa 和 1.0～1.5 MPa。
总体而言，４种结构在静力阶段的主应力差异不大。

Fig. 9

图9

静力阶段衬砌墙脚沿线应力分布曲线

Stress distribution curve along the footwall of lining in the static stage

为准确判断不同减震措施下对隧道衬砌沿纵向受力特征的影响，应尽量提取衬砌受力在弹性阶段的结

果，以避免对于相同应力值，可能处于弹性或塑性残余应力２种不同应力状态的情况。为此，选取 3 s 时刻断
层错动面衬砌墙脚部位主应力峰值沿纵向的分布结果，如图 10 所示。对比图 9 和图 10 可看出，地震作用下

衬砌结构的主应力分布规律同静力阶段保持一致。设置减震层后，衬砌的地震应力峰值（即主应力峰值减
去静力阶段初始应力值）减少了 0.2 MPa 和 1.0 MPa，有效降低了结构在断层区域的应力集中程度；设置减震
缝后，最大主应力的变化较小，而最小主应力在断层区域也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设置柔性接头后，衬砌应力

的改变不明显。总体而言，随着减震措施的变化，衬砌墙脚沿线应力分布的变化规律与结构损伤相一致，这
也说明文中模型能较好地反映结构的地震响应及损伤行为。

Fig. 10

图 10

衬砌墙脚沿线应力分布曲线（3 s 时刻）

Stress distribution curve along the footwall of the lining（3 s）

地震结束时，衬砌钢筋 Mises 应力云图见图 11。

由图 11 可看出，断层错动面整环、断层破碎带区域墙
脚至仰拱范围的钢筋应力较大，其中，墙脚处钢筋出

现 了 明 显 的 应 力 集 中 现 象 且 应 力 达 到 最 大 值 ，为

393 MPa，接近钢筋屈服强度（400 MPa），由此可见，
断层错动面及断层破碎带墙脚部位的钢筋受力最为

图 11

Fig. 11

钢筋应力分布

Rebar stress distribution

不利。钢筋应力分布特点、集中部位与上述衬砌损伤及应力结果基本一致，衬砌损伤及应力集中部位，亦是
钢筋所受应力较大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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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措施下的地震损伤特征及适用性
本节在单一措施下结构的地震响应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抗震缝和减震层组合措施下，衬砌结构的

地震响应特征及对地震动的适用性。为节约篇幅，以下主要从结构的地震损伤角度开展分析。
3.1

结构损伤特征
抗震缝和减震层组合措施下，衬砌结构地震损伤

分布见图 12。相比图 5 的单一措施，图 12 中的组合措

施下，结构拉、压损伤分布特征与单一措施下的相似，
但损伤范围进一步减小。除跨越断层错动面节段的
衬砌仍有较大范围损伤外，其余节段衬砌与一般深埋
隧道地震损伤特征基本一致，说明组合措施进一步限
制了断层地震动及其错动的影响。因此，建议在工程
实践中采用组合减震措施。
3.2

图 12

Fig. 12

组合措施下衬砌损伤分布云图

Cloud map of lining damage distribution

地震动强度的影响

under composite structures

为分析组合措施的抗减震适用性，开展了 3 种不同地震动强度下的隧道地震响应分析，衬砌地震损伤结

果如图 13 所示。由图 13 可以看出，随着地震动强度的增大，衬砌损伤范围迅速增大，损伤严重程度急剧增
加。当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 g 时，组合措施下仅在衬砌墙脚部位有局部范围的损伤。当峰值加速度达到

0.6 g 时（罕遇地震工况），在断层区域衬砌已出现全断面贯通性拉损伤，衬砌沿线墙脚部位拉损伤都已达到
严重损伤程度，衬砌结构存在很高的垮塌风险。图 14 给出了衬砌墙脚部位损伤时程曲线。图中显示，不同
地震动强度下，衬砌损伤发展规律基本一致，但随着地震强度的加大，衬砌损伤值越大。0.6 g 的地震强度
下，衬砌拉、压损伤峰值分别达到 0.2 g 强度下的 2 倍和 6 倍。

Fig. 13

Fig. 14

3.3

图 13

不同地震动强度下衬砌损伤分布云图

Cloud map of lining damage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seismic intensities

图 14

不同地震动强度下衬砌墙脚部位损伤时程曲线

Timehistory curve of damage to the footwall of the lining under different seismic intensities

地震波入射方向的影响
对于相同地震动强度，不同地震波入射方向下隧道衬砌损伤分布见图 15。由图可知，竖向地震动作用

第5期

丁祖德，等：穿越活动断层隧道抗减震措施及适应性研究

137

时，衬砌结构的拉、压损伤区域范围及损伤值均较小，而当震动方向变为沿隧道纵向时，衬砌拉、压损伤明显
增大，断层破碎带内已出现贯通型损伤，而且损伤程度也较为严重。可见，地震波入射方向对结构的动力损
伤有重要影响。影响由小到大依次为：竖向、横向、斜向和纵向地震动。由减震层和减震缝组成的组合措
施，主要起到减弱、隔断横向和垂向地震动的减震作用，在面对斜向、纵向地震动时，难以发挥其减震性能。
上述分析表明，组合措施的减震效果与地震动方向密切相关，研究抗减震措施需要考虑地震动入射方向的
影响。

Fig. 15

图 15

不同地震动方向下衬砌损伤分布云图

Cloud map of lining damage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direction of earthquake ground motion

图 16 给出了不同地震动入射方向下，衬砌墙脚部位损伤时程曲线。从图中看出，各种地震波入射方向，

衬砌损伤时程变化发展规律相似，但随着拉、压损伤值因入射方向不同而异。纵向地震动结构的损伤值最
大，斜向的次之，竖向最小。相同地震动强度下，由纵向地震动引起的结构拉、压损伤分别为垂向地震动的
3.5 倍和 12 倍。可见，组合减震措施对竖向地震动有最好的适用性，而对纵向地震动的适用性最差。

Fig. 16

4

图 16

不同入射方向下衬砌墙脚部位损伤时程曲线

Time history curve of damage to the footwall of the lining under different seismic directions

结论
（1）横向地震作用下，衬砌受拉破坏较显著，严重损伤集中在墙脚和仰拱。减震措施能有效降低衬砌结

构的地震损伤，墙脚、仰拱受拉严重损伤范围减小幅度在 20%～36% 之间，但不同措施的减震效果有所差
异。单一减震措施下的减震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减震层、减震缝和柔性接头。

（2）组合措施下，结构拉、压损伤分布特征与单一措施下的相似，但损伤范围进一步减小。除跨越断层
错动面节段的衬砌仍有较大范围损伤外，其余节段衬砌与一般深埋隧道地震损伤特征基本一致。与单一减
震措施相比，组合措施进一步限制了断层地震动的影响，建议在工程实践中采用组合减震措施。

（3）随着地震动强度的增大，衬砌损伤范围迅速增大，损伤严重程度急剧增加。在峰值加速度 0.4 g 的地

震强度下，衬砌拉、压损伤峰值分别达到 0.2 g 下的 1.8 倍和 3.7 倍；在峰值加速度 0.6 g 的地震强度下，衬砌拉、
压损伤峰值分别达到 0.2 g 下的 2.0 倍和 6.0 倍。

（4）地震波入射方向对结构地震损伤有重要影响，影响由小到大依次为：竖向、横向、斜向和纵向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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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组合减震措施对竖向地震动的适用性好，而对纵向地震动的适用性差。组合措施的减震效果与地震动
方向密切相关，因此，采取的抗减震措施需考虑地震动入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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