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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活动地裂缝地铁隧道震害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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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振动台模型试验对穿越活动地裂缝的地铁隧道的动力响应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地铁隧道的加

速度反应，土压力及应变的变化规律。分析结果表明，穿越活动地裂缝的地铁隧道在地震荷载作用中，活动地裂

缝场地产生不均匀沉降，上盘沉降大于下盘区，预设地裂缝部位沉降值最大，不均匀沉降导致次生裂缝及沉降陡

坎产生，地铁隧道上方场地土体产生细小裂缝；地铁隧道与活动地裂缝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均与地震动荷载加速度

时程具有一致性，地铁隧道各部位加速度时程保持一致，说明在地震中地铁运动保持整体性，上盘场地的加速度

峰值较大，表明在活动地裂缝中上盘区对地震动力有一定的放大效应；活动地裂缝场地中土压力呈现出动土压力

性质，地震加载结束后隧道结构侧向的土压力受力状态及大小均产生变化，隧道结构顶部的土压力有较大增加；

应变曲线表明，在扩大断面的马蹄形隧道结构中拱腰部位的应变增值最大，拱顶部位次之，底板的应变增值相比

最小。以上成果对于合理认识跨越地裂缝的地铁隧道的地震响应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地铁隧道实际工程设计

和施工的抗震设防提供宝贵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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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SEISMIC DAMAGE OF METRO TUNNELS THROUGH 

ACTIVE GROUND FISSURS 

 

LIU Nina1，2，PENG Jianbing1，2，HAN Dongdong1，HUANG Qiangbing1，2，MEN Yuming1，2，SHI Yuling1，2 

(1. School of Geology Engineering and Surveying，Changan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54，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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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Xian metro tunnel passes through active ground fissures. The dynamic responses of the horseshoe 

shaped metro tunnel under the seismic loads were studied with the shaking table test focusing on the acceleration，

the earth pressure and the strain of the tunnel. The uneven settlements occurred in the seismic tests with the largest 

values along the fissure. The settlement at the hanging wall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footwall. There were cracks  

in the soil above the tunnel appeared after the seismic loading. The accelerations along the tunnel were similar in 

every points showing that the tunnel was kept its integrity. The acceleration in the hanging wall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footwall showing a seismic amplification in the hanging wall. The value and direction of earth pressure  

changed with the seismic loads with the largest values occurred at the middle of the arch, the second largest at the 

top of the arch and the lowest one at the bottom of the floor.  

Key words：tunnelling engineering；active ground fissure；metro tunnel；shaking table model test；seismic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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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995 年日本阪神地震、1999 年台湾集集地震及

2008 年汶川地震等[1]的震后调查均表明，位于工程

地质环境良好地区的隧道工程具有相对较好的抗震

性能，但同时也发现位于断层破碎带和地层条件有

较大变化地段的隧道一般多发生各种震害。1999 年

台湾集集地震中穿越车笼埔断层的石岗坝引水隧道

产生的破坏相比于其他部位更加严重，该处隧道垂

向变形 4.0 m，水平向变形 3.0 m，整个隧洞破坏；

5·12 汶川地震中，断层影响也造成隧道出现严重破

坏，如都汶公路中穿越 F8，F11 断层的龙溪隧道、

紫坪铺隧道均不同程度出现衬砌开裂、错缝及仰拱

隆起等破坏[1-2]。历次震后调查中，关于地铁结构破

坏也时有发现，如 5·12 汶川地震中，成都地铁工

程是距离震中最近的城市地下铁道，其所处场地地

震烈度为 V～VII 度，区间盾构隧道和车站结构局

部部位均有轻微震害发生，其中区间盾构隧道的震

害特征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形式为：管片衬砌裂纹、

剥落、错台、渗漏等[2]。 

西安在我国的地震烈度区划中为 8 度地震设防

烈度，其城市建设中必须考虑抗震设防[3]，同时西

安城区现已查明有 14 条总延伸长度超过 100 km，

覆盖面积约 150 km2，遍布整个城区的地裂缝。监

测资料表明，这些地裂缝目前仍处于不断活动之中，

其年活动速率为 2～16 mm/a。以往的调查研究工作

表明，这些地裂缝所经之处对于地面和地下建筑结

构都造成了一系列破坏，同时地裂缝运动以南倾南

降的垂直位移为主，同时伴有水平引张和水平扭动

的运动特点[4]。 

地铁工程作为线性工程其规划设计中对于不良

地质环境不能完全采用绕避方法，目前西安已经建

成通车的地铁 2 号线、1 号线和在建的 3 号线、4

号线等都与这 14 条地裂缝多次相交。近年频发的地

震活动也清楚的表明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第 5 个地震

活跃期[2]，处于活动地裂缝这一特殊地质灾害场地

的地铁工程，当地震荷载与地裂缝活动相耦合时，

地铁隧道动力响应特征必然是这一城市生命线工程

抗减震设防的关键因素。 

针对西安地裂缝这一特殊工程场地环境中地铁

建设的需要，相关的研究工作已经有所开展，刘 聪

等[5]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地震荷载作用时地裂缝

对场地地层的影响，得出地震对场地的完整性造成

一定影响，场地自振特征产生相应变化；刘妮娜

等[6-7]通过振动台模型试验对地裂缝场地的动力活

动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并利用数值模拟分析研究了

地裂缝场地中盾构隧道的动力响应，研究主要集中

于盾构隧道不同部位的加速度、应力及变形特征进。

目前，关于隧道工程的模型试验多集中于为各种不

同场地土、断层等不良地质环境下的隧道地震动力

响应研究，如陈国兴等[8-9]通过数值模拟和振动台试

验对地铁隧道的地震动荷载作用进行了相应研究，

对地震动力荷载作用下的加速度反应、土压力和应

变反应进行了整理分析；何 川等[1，10]对盾构隧道、

大断面水下隧道隧道洞口处的振动台试验研究取得

了详实的动力响应资料，并对穿越断层隧道[11-12]的

抗震设防长度及隧道减震层的设置在实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相应方法。但是，断层的破坏特征和地裂缝

的运动具有本质上的差别，目前的研究针对活动地

裂缝环境下地铁隧道地震动力响应的模型试验仍较

少，所以针对活动地裂缝地震动力荷载作用的相关

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开展。 

鉴于此，为了进一步研究穿越活动地裂缝场地

地铁隧道的地震动力响应，基于资料调研、数值模

拟分析、地裂缝场地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基础之上

通过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地裂缝场地上盘、下盘场

地中地铁隧道的加速度反应、土压力变化特征等，

以期揭示穿越活动地裂缝场地地铁隧道在地震动力

荷载作用下的受力特征，为地裂缝这一特殊工程地

质灾害区域的工程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2  模型试验概况 
 

2.1  工程地质条件 

西安地裂缝位于汾渭盆地中临潼—长安断裂带

西北侧，是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地面不均匀沉降

条件下在地表形成的破裂。目前探明的 14 条地裂缝

呈带状分布，走向为 NE70°～80°。地裂缝主体倾向

南，倾角一般在 70°以上。地裂缝的运动具有三维

空间运动变形特征，包含南倾南降的垂直位移、水

平引张和水平扭动，其中垂直位移量最大，南北张

拉量次之，而水平错动量很小，工程上一般只考虑

地裂缝的垂直位移量。地裂缝剖面形态为上宽下窄

的楔形，最深达 300 m。 

模型试验设计中，选取典型西安地裂缝工程场

地特点，主要考虑垂直位移，模拟南倾南降运动特

征，地裂缝上盘下沉，下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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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装置 

试验主要包括地铁隧道模型相似比配比试验与

振动台试验两大部分。模型材料配比试验主要在建

筑工程材料实验室进行，振动台试验在振动实验中

心进行，其振动台的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6-7]。 
 

表 1  振动台主要性能参数[6-7] 

Table 1  Main parameters of shaking table[6-7] 

台面尺寸/(m×m) 台面最大负载能力/kN 振动自由度 频率范围/Hz

1.0×1.5 2×104  水平向单自由度 0.1～50 

 

2.3 模型相似比准则及试验材料 

由于岩土体性状的复杂性，动力模型试验很难

完全满足相似定理[13-14]，试验设计时根据研究的核

心内容及已有试验条件，通过近似相似的方法来完

成。根据 Bukingham 原理[15]，以长度相似比 40lC 
为基本相似比推导其他物理量相似比，相似比关系

式及取值如表 2 所示。 
 

表 2  振动台试验物理量相似比 

Table 2  Similarity relationships for model tests 

物理量 相似比关系式 相似比 

应变 m p/C    1 

长度 m p/lC l l  1/40 

密度 m p/C    1 

弹性模量 m p/EC E E  1/5 

质量 3
m lC C C  1/64 000 

位移 u lC C  1/40 

时间 /t l EC C C C  0.056 

频率 1/f tC C  17.857 

应力 EC C C   1/5 

加速度 2/a l tC C C  8 

注：C 为模型与原型之间物理量的相似比。 

 

根据相似比及材料的可行性，本次模型试验中

的土体材料采用西安 7f 地裂缝与西安地铁二号线

交汇处场地土，地裂缝模拟材料采用粉细砂。地铁

隧道模型中所配钢筋采用双层镀锌铁丝网成型，混

凝土采用表 3 配比的微粒混凝土制作[16-17]。 

表 4 为配比试验所测定的微料混凝土主要的力

学参数，其试验试块如图 1 所示，立方体试块及棱

柱体试块分别用于测定模型材料混凝土强度及弹性

模量。 

 

表 3  地铁隧道模型混凝土配合比[16-17] 

Table 3  Mixing ratios of modelling materials[16-17] 

材料 配合比/% 

水泥 1.000 

粉煤灰 0.257 

砂子 2.209 

细石子(3～5 mm) 3.177 

早强剂 0.020 

水 0.457 

 

表 4  模型材料物理力学参数 

Table 4  Physico-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model tunnel 

重度/(kN·m－3) 立方体强度/MPa 弹性模量/MPa 

25 2.98 3.3×103 

                   

 

(a) 立方体试块                (b) 棱柱体试块 

图 1  隧道模型混凝土试块 

Fig.1  Concrete blocks of tunnel model 

 

扩大断面马蹄形隧道制作如图 2 所示，采用内

置分块模具确定马蹄形隧道的断面形状，塑料卡具

确定钢筋网保护层厚度，以外层模具确定隧道尺寸

及隧道衬砌厚度，实验室条件拌合微粒混凝土，隧

道模型浇筑成型浇水养护 48 h 后拆模，在实验室养

护至设计强度。 
 

 
(a) 内模具           (b) 铁丝网           (c) 地铁隧道模型 

图 2  马蹄形隧道模型 

Fig.2  Horse shoe shaped tunn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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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型边界条件 

目前振动台试验采用的典型模型箱有刚性模型

箱、层状剪切模型箱及圆筒型柔性模型箱 3 类[18]。

模型箱设计中希望边界条件能够尽可能的模拟原型

地基，在约束土体的同时使试验模型在箱体中能够

再现自由场地的地震反应。模型箱的边界条件力求

简单明确，便于在试验过程中采集相应的量测数据。

基于此要求模型试验中采用刚性模型箱，箱体采用

角钢作为固定钢架，采用 10 mm 木工板制作箱壁，

垂直于振动方向的相邻板间采用泡沫胶填充。为了

减小箱壁侧向变形以及边界效应，箱壁上黏贴厚度

10 mm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模型箱底沿振动方向每

隔 200 mm 加设宽度 25 mm 的木条及螺钉以加强箱

底与土体的摩擦力，减小二者之间的相对位移[6]。 

2.5 试验测试方案 

隧道原型为西安地铁中穿越地裂缝场地采用较

多的扩大马蹄形断面隧道，截面外径 4.5 m。考虑

西安地裂缝区段地铁隧道的实际埋深多在 10 m 左

右的工程实际以及地裂缝在上、下两盘的影响范围

分别为 2.0 和 2.5 倍隧道宽度[17]，模型试验模拟隧

道原型 40 m(长度)×4.5 m(隧道截面外径)×12 m(埋

深)，隐伏地裂缝倾角 85°与地铁隧道正交。模型箱

按长度相似比 40lC  进行设计，其尺寸为 1.0 m× 

0.9 m×0.6 m(长×宽×高)，模型箱结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模型箱结构示意图(单位：mm) 

Fig.3  Sketch of model box(unit：mm) 

 

根据试验目的，本次试验测试主要布置沉降观

测、电阻应变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和土压力盒，

测试隧道结构的应变值，隧道周围土体和隧道结构

的加速度值以及土压力值。测点布置参考陈国兴

等[8-9，19-20]的相关研究，具体如图 4 所示。图中以模

型箱表上表面左下角为原点，沿 x，y 轴向分别间隔 

 
图 4  模型测点布置示意图(单位：mm) 

Fig.4  Layout of monitoring points in the model box  

(unit：mm) 
 

10 cm 设定沉降观测点。沿 A-A，B-B，C-C剖面分

别在马蹄形扩大断面隧道外侧的拱顶、拱底及左右

拱腰部位布置应变片。 

 

3  试验成果分析 
 

3.1 地表沉降及破坏特征 

图 5为各沉降观测点在El Centro地震波和西安

人工地震波作用后，所测定的不均匀沉降曲线。 

由沉降测量曲线可见，在地震动力荷载作用

下，地铁隧道所处地裂缝场地产生不均匀沉降。最

大沉降值产生于预设地裂缝位置且上盘沉降大于下

盘沉降值。西安人工地震波作用后，地裂缝场地中

最大沉降值为 44 mm，其值远大于根据监测资料统

计所得的西安地裂缝年沉降速度 2～16 mm/a。说明

地震作用加剧了活动地裂缝南倾南降的垂直的运

动。根据实验观测结果，上下盘的不均匀沉降在预

设地裂缝位置存在台阶状高差，形成 2～5 cm 的陡

坎，这一现象由沉降曲线中地裂缝两侧沉降差也可

反映出来。 

 

(a) El Centro 波 

沉
降

/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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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m 

 

(b) 西安人工地震波 

图 5  地表沉降测量曲线 

Fig.5  Curves of surface displacement 

 

随着地震荷载施加，伴随沉降量增大，地表同

时有张拉裂缝出现，如图 6 所示。上盘地表出现宽

度 5～10 mm 与预设地裂缝平行的次级裂缝并出现

与其正交宽度在 1～3 mm 的细小裂缝。下盘地层出

现与预设地裂缝平行的宽度在 2～4 mm 的裂缝。上

盘地铁隧道上部地表部位出现长度较短的细小裂

缝，说明在地震动力荷载作用下，由于地裂缝运动

瞬时加剧引起地铁隧道的运动，且地铁隧道与地裂

缝场地运动的不完全一致，使两者之间的摩擦力大

于黏结力而导致地铁隧道与土体接触部位出现裂缝

及沉降高差。 

 

图 6  地表破裂分布图 

Fig.6  Distribution of ground surface cracks 

 

3.2 加速度特征 

通过输入西安人工地震波动时程，经振动台试

验测试地裂缝场地土体及地铁隧道结构的加速度反

应，测试结果见图 7。对比分析地铁隧道内测试点

(A1，A4)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可知地铁隧道内 2 个

测试点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及峰值均保持一致，表明

在地震动力荷载作用时，地铁隧道保持了结构的整

体性，在地震动力荷载作用下产生动力加速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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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裂缝场地上盘测试点 A7 

图 7  加速度时程曲线 

Fig.7  Time histories of acceleration 

 

裂缝场地上盘(A7)加速度时程曲线与输入西安人工

地震波及基准点(A2)测试所得加速度时候线形保持

一致，但是上盘场地的加速度峰值大于基准测点

(A2)加速度峰值，说明当地震荷载作用时，在有地

铁隧道穿越的地裂缝场地，地裂缝上盘在沉降运动

加剧的同时，对地震运动有一定的“场地放大效

应”。 

3.3 土压力特征 

通过输入西安人工地震波动力时程曲线，测定

模型土压力，得出各测点土压力时程曲线如图 8 所

示。分析测试结果，在地震动力荷载作用下，土压

力保持与地震动荷载一致的运动时程，表现为随地

震动荷载的施加，各测点的土压力由初始土压力 0

值开始随地震动荷载的施加呈动态变化。土压力时

程曲线的线型及持续时间均与西安人工地震波的动

态时程曲线保持一致。 
 

 
 (a) 测点 SP002 

 

   (b) 测点 SP003 

 

(c) 测点 SP005 

图 8  土压力时程曲线 

Fig.8  Time-histories of earth pressure 

 

地裂缝上盘场地中地铁隧道结构侧向(测点

SP003，SP005)动土压力在西安人工地震作用过程

后中出现负值，说明在地震动力荷载作用时，隧道

结构不仅承受围岩土体压力，而且随着所受地震动

力荷载的作用向土体施加一定压力。西安人工地震

动力荷载加载结束后，隧道结构两侧土压力均未回

到初始状态，说明地震动力荷载不仅在加载过程中

对结构侧面施加土压力，同时在震后会改变原有的

土体与隧道结构侧向接触土压力大小及状态。 

分析隧道结构上部(测点 SP002)土压力曲线，

可得在西安人工地震波作用过程中，马蹄形地铁隧

道拱顶处的动土压力也随地震动荷载而呈现动力变

化，时程曲线与地震波的动力时程相协调。由地震

荷载加载结束后，隧道拱顶处土压力增加至 0.2 

MPa，可见地震动力荷载作用增加了结构上部土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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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应变特征 

图 9为模型试验中El Centro地震波及西安人工

地震波分别加载后，扩大马蹄形地铁隧道拱顶、拱

底及左右拱腰部位的应变监测结果。 
 

 

   (a) El Centro 地震波 

 

    (b) 西安人工地震波 

图 9  地铁隧道应变曲线 

Fig.9  Strain curves of tunnel 

 

对应变曲线分析可得，在地震荷载作用下，地

铁隧道结构各部分的应变均有所增加。扩大断面马

蹄形地铁隧道同一断面位置左右拱腰部位的应变最

大，拱顶板的应变次之，相比而言底板处应变最小。

沿 x 轴方向 3 个断面位置处的应变变化可以看出在

预设地裂缝位置处隧道各部位的应变均急骤增大，

且将A-A剖面与C-C剖面相对应位置处的应变比较

可得，地裂缝上盘区域的应变值大于同位置处下盘

区域对应部位的应变值。 

 
4  结  论 

 

通过模型试验研究了穿越地裂缝区域的地铁隧

道在地震动力荷载作用下的力学响应，得出如下基

本认识： 

(1) 地铁隧道穿越活动地裂缝区域时，在地震

动荷载与活地裂缝运动藕合作用下，活动地裂缝场

地的沉降加剧，且地裂缝位置处的沉降值最大，地

裂缝场地由于上、下盘存在沉降差从而在地裂缝处

产生沉降陡坎，地裂缝上盘区域出现新的次生裂缝

及正交于地裂缝的细小裂缝。地铁隧道上部土体表

面出现少量细小裂缝及沉降高差，表明地裂缝上盘

场地土与地铁隧道的沉降不完全一致，由于土体与

结构的沉降不均匀使其两者之间的摩擦力克服了黏

结力，产生下拉力，该力作用下上部表层土体出现

细小裂缝及沉降差。 

(2) 当地震动力荷载作用于活动地裂缝场地中

时，地铁隧道与地裂缝场地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均与

输入的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保持一致，地铁隧道在地

震动力荷载作用时，保持整体运动性。地铁隧道附近

的地裂缝上盘区域在地震动荷载加剧其沉降运动的

同时，对地震运动表现出一定的“场地放大效应”。 

(3) 地震动力荷载作用下活动地裂缝场地中的

土压力伴随地震动荷载作用呈现动力变化，且在地

震加载结束后，地铁隧道与其围岩之间的土压力的

压力状态及大小均产生了变化，地铁隧道上部土压

力明显增大。 

(4) 在地震荷载作用下，位于地裂缝上盘区域

的地铁隧道结构各部分的应变均大于对应位置下盘

区域的应变值。且扩大断面马蹄形地铁隧道同一剖

面左右拱腰部位的应变最大，拱顶板的应变次之，

底板处应变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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