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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隧道地震响应的多物质ＡＬＥ数值分析
 楼云锋

杨颜志

金先龙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要：
为研究浅埋输水隧道内部流体对隧道地震响应的影响，考虑粘－弹性人工边界、土壤的非
线性、隧道结构刚度有效率及流固耦合作用，建立了双线隧道－土体－流体相互耦合作用的力学
模型。通过刚度折减试验得到衬砌环环向、径向、轴向刚度，进而引入正交各向异性连续材料
作为衬砌材料模型。采用基于ＡＬＥ描述的流固耦合方法，对上海某大直径双线输水隧道在流体
作用下的地震响应进行了分析。通过与等效密度法对比，验证耦合模型对于处理输水隧道多物
质非线性耦合抗震问题的可行性。计算结果表明，在水平方向地震激励下，无论一致激励或是
非一致激励流体对隧道地震变形和内力都有较大影响，但对位移影响较小；对于不同隧道内水
量，隧道弯矩均集中于衬砌隧道４５度交叉斜线位置；相比于一致激励，非一致激励增强隧道地
震位移和变形响应是明显的。
关键字：输水隧道，多物质ＡＬＥ，有效刚度，流固耦合，地震响应

１． 前言

分的Ｎｅｗｍａｒｋ方法来求解对大型浅埋输水隧道地震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城市大规模调水

应；彭海阔［４］基于无粘性理想流体流体基本方程采用

工程建设越来越多，很多输水隧道不可避免的穿过

Ｎｅｗｍａｒｋ积分算法对沉管隧道做了地震响应分析。另

浅层软土层。而在地震作用下，大直径浅埋隧道内

外，显示中心差分算法的ＡＬＥ网格描述有限元法，由

大量水体对结构的耦合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

于其较高的计算效率和计算精度［５］，近些年在流体冲

隧道结构的动力响应受周围介质的影响较大，

击、液面晃动以及柔性材料耦合振动领域取得不少

目前采用的有限元方法能有效的模拟复杂隧道结

成果。但将ＡＬＥ方法应用到考虑液面波动的大规模输

构、周围围岩介质以及整个地震响应过程。若在有

水隧道流固耦合计算的研究还较少。

限元计算中采用带接头的精细模型计算 ，将带来巨

本文针对上海某大型输水衬砌隧道，引入正交

大的计算负担。为此同样考虑隧道横向和纵向力学

各向刚度不等的连续材料衬砌模型，采用基于显示

行为，采用经刚度有效率折减后的连续化模型被视

算法的ＡＬＥ描述的流固耦合方法对大直径双线输水隧

为一种较合理高效的模拟手段 。

道在流体作用下的地震响应进行了分析。

［１］

［２］

在工程实际中，与一般的衬砌隧道不同，输水
隧道不仅与周围围岩相互作用，而且与隧道内部的

２． 方法与原理

水体相互作用。在过去的流固耦合有限元分析中，
数值分析方法主要包含对流体域进行简化的半解析

２．１ 多物质ＡＬＥ流固耦合方法

法和全域离散的纯数值方法，数值计算方法可分为

ＡＬＥ有限元方法是针对传统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和

隐式积分算法和显式积分算法。其中半解析法结合

Ｅｕｌｅｒｉａｎ描述的不足，而提出的新的描述方法，该方

隐式算法应用于输水隧道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法综合了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描述的优点，网

陈健云 基于势函数的流固耦合方法采用隐式时间积

格以给定的方式运动，而材料的运动并不与网格一

［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１１０７２１５０）；国家自然基金（６１０７３０８８）；国家８６３重大项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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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因此即可追踪自由表面，又可保证大变形问题

应的单元节点。该力的大小与相对位移ｄ成正比。同

的计算精度与计算稳定性。ＡＬＥ方法的计算网格独立

时，可根据单元尺寸适当调整结构体上耦合积分点

于变形体和空间运动，其根据需要自由选择运动状

的数量来防止泄漏。

态。

结构单元

针对ＡＬＥ方法的控制方程（质量、动量和能量守

积分耦合点

恒方程）可统一表示为：
∂V
∂t

+
χ

∂Fi
∂V
= wi
∂xi
∂xi

（１）
运动方向

ALE单元

其中Ｆｉ ＝ ＦｉＡ ＋ ＦｉＤ

d

图１ 罚函数耦合方法

２．２ 土体－结构耦合方法
在输水隧道整体模型中，为真实模拟隧道衬
砌与周围土体的耦合作用，需考虑它们之间的接触
，

，

状态，在受到外部载荷时，会发生相互的挤压、滑

式中：nｉ为物质速度，wｉ为对流速度，tｉｊ为偏应
力张量，ｐ为压力，e为总比能，kｉｊ为导热率张量。FｉＡ

移、脱离等行为。这是一类边界条件非线性问题，
最终归结到对接触对的搜索和接触力的计算上。
在数值计算中采用对称罚函数接触算法来对其

为平流项，FｉＤ为粘性项，dｉｊ为克罗内克常数。

进行处理，即在每一时步进行从节点和主表面的穿

隧道结构采用弹性体连续方程

∂ 2u
rs 2
∂t

=
χ

∂s ij
∂xi

透判断，无穿透则不处理，穿透则在从节点与被穿

+ fi

（２）

透主表面间引入一个法向接触力ｆＳ，同时对各主节点
也进行一遍同样的处理：

式中 r Ｓ 为结构密度， ｆ ｉ 为体力， ｕ 为固体结构位

ｆＳ ＝ ｍlｎ

移。

（７）

式中，ｍ为参数，用来判断是否发生穿透， l 为
通过空间域离散控制方程可获得ＡＬＥ有限元动量

主片刚度因子，ｎ为外向法线单位矢量。

方程：

由 ｔ ｎ时刻的摩擦力 ｆ ｎ可得出下一时刻可能的摩擦
（３）

其中M和L分别为广义质量矩阵和传递矩阵；而

−1

(

)

（４）

进而可得下一时间步的速度与位移求解格式：
⋅

Vn +1 2 = Vn −1 2 + Dt V t [χ ]n

n +1

（８）
*

= min( f , mf s , zAmaster )

式中：ｅ为接触点位移增量，ｋ为界面接触刚

动量方程的中心差分格式为：

V t [χ ]n = (M n ) Fnext − Fnint − Ln −1 2Vn −1 2

f * = f n − k ⋅e

则ｔｎ＋１时刻 f

Ｆｉｎｔ和Ｆｅｘｔ分别为内力和外力向量。
⋅

力ｆ ：
＊

（５）
（６）

度。Ａｍａｓｔｅｒ是主片的表面积，z为粘性系数。
２．３ 粘弹性人工边界
求解结构－地基动力相互作用问题时需要在计
算区域边界设置人工边界以模拟半无限地基，粘弹
性边界在粘性边界的基础上再在边界上设置弹性元

在整个时域范围内，可由上述递推公式求得各

件，克服了粘性边界的低频失稳问题，能够模拟远

离散时间点处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节点力则采

域地基的弹性恢复性能，具有良好的低频和高频稳

用单点积分的方式在各单元内求解。

定性，因此模型的底部和侧面采用粘弹性人工边

多物质ＡＬＥ方法容许在一个网格中包含多种物

界，顶面取为自由边界。粘弹性边界的原理是在截

质材料，通过跟踪每种材料的边界，在相应的单元

断边界处设置连续分布的并联弹簧－阻尼器系统，其

中进行物质交换和输送。本文就是利用多物质ＡＬＥ

中弹性系数Ｋｂ及阻尼系数Ｃｂ的计算公式如下［８］：

方法处理隧道内水体、空气与隧道结构的相互作用
问题。流体与结构体的相互作用通过耦合来定义。
耦合方式有多种，一般选择罚函数耦合方式 ［６－７］。如

Kb = a

G
， Cb = rc
R

（９）

式中， r 和 Ｇ 分别表示土体密度和剪切模量； Ｒ

图１所示，当流体物质点穿过结构单元时，在流体和

表示散射波源到人工边界的距离；ｃ表示土体中的波

结构间引入一个耦合力，分别施加于结构与流体相

速，法向人工边界取为Ｐ波波速，切向人工边界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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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波波速；参数a在法向人工边界时取为１．３３，切向人
工边界时取为０．６７ 。
［９］

粘弹性人工
边界

２．４ 衬砌结构刚度折减
在计算过程中采用各向正交异形连续结构等效
带有大量接头的不连续拼装衬砌结构。
水体-结构耦合模型

由各向同性材料的弹性矩阵对称性可知

ｖｘｙ ／Ｅｘ ＝ ｖｙｘ ／Ｅｙ

（１０）

ｖｘｚ ／Ｅｘ ＝ ｖｚｘ ／Ｅｚ

（１１）

ｖｙｚ ／Ｅｙ ＝ ｖｚｙ ／Ｅｚ

（１２）

土体-结构耦合模型

在隧道横截面上，弹性模量可用＝横截面上的抗
弯刚度折减系数hｘｙ进行折减：

Ｅｘ ＝ Ｅｙ ＝hｘｙＥ

土体 衬砌 水体

（１３）

在隧道纵向上，弹性模量可用纵向上的抗弯刚

图２ 局部有限元模型

度折减系数hｚ进行折减：

Ｅｚ ＝hｚＥ

（１４）

剪切模量Ｇｘｙ与Ｅｘ，Ｅｙ同比折减；Ｇｙｚ，Ｇｚｘ与弹性
模量相互独立，根据何川［１０］的研究采用纵向上的抗
剪切刚度折减系数hｑ进行折减：

Ｇｙｚ ＝ Ｇｚｘ ＝ hｑＧ

粘弹性人
工边界

截面1

（１５）

h q = k q [k q + G1 A1 (1 − 1 n) ls ] 。

截面2

Ｅ为原混凝土管片的弹性模量；Ｇ为原混凝土管
片的剪切模量；泊松比采用原混凝土材料值。

截面3

３． 工程应用实例
图３ 隧道结构整体有限元模型

３．１ 工程概况
某超大规模输水隧道采用双线隧道输水，由长
兴岛域管线、长江原水过江管线、陆域管线三大段

３．３ 模型接触及流固耦合参数
３．３．１ 接触参数

组成，管径近７ｍ。工程地质条件复杂，输水线路

本文采用面－面对称罚函数接触算法求解接触力

长，长江原水过江管工程需要长距离穿越江河，该

并模拟衬砌和土体之间挤压、滑移、脱离现象。另

工程还是国内首次尝试盾构法单层衬砌输水隧道，

外，本文从两方面对模型接触精度进行控制：（１）

其直径在同类工程中也较大。

模型结构。建模时土体与衬砌之间为两相互独立的
有限元网格（边界节点并非节点重合），通过隧道

３．２ 有限元模型

周围土体单元尺寸良好的过渡，使得隧道周围土体

根据实测地质资料，采用三维拟实建模方法，

单元与隧道结构单元之间在对称罚函数接触设置时

建立了长１．２ｋｍ，宽２００ｍ，高３００ｍ的输水隧道有限元

形成结点对应良好的接触对。（２）接触参数。对多

模型。模型充分反映了隧道、土体和水体的实际空

个接触参数进行控制，包括，摩擦系数ＦＳ和ＦＤ（取

间位置，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图２为隧道结构局

０．５），接触刚度控制参数ＳＦＳ和ＳＦＭ（取默认值，当

部有限元模型，图３为隧道整体有限元模型，本文选

ＳＯＦＴ＝１时），接触模式控制参数ＳＯＦＴ（取１，即在

取隧道结构的三个危险断面作为主要分析断面。整

计算接触刚度时综合考虑发生接触的节点质量与整

体模型包括隧道衬砌结构模型、土体结构模型、水

体时间步长用以保证时间的稳定性）等。

体结构模型和粘弹性人工边界模型。土体模型的最

３．３．２ 流固耦合参数

大单元尺寸为５ｍ，可以满足１５Ｈｚ以下地震波在土体

本文采用罚函数耦合方式实现内水体与衬砌的

中传播［１１］。有限元模型总单元数约２１０万，总节点数

相互作用。通过模型结构和耦合参数来控制耦合精

约２２０万。

度：首先建模时衬砌与水体ＡＬＥ之间为两相互独立

高性能计算应用

的有限元网格（边界节点并非节点重合），内水体

随水体运动，并与衬砌网格保持较好的耦合空间关

单元与隧道结构单元在流固耦合设置时形成结点对

系）等参数进行控制。

应良好的耦合对；其次对罚函数系数ＰＦＡＣ（取默认
值），耦合方向ＤＩＥＣ（取为２，仅在压缩方向耦合，

３．４ 模型材料参数

这使得节点未穿透时流体将与衬砌分离），耦合点

３．４．１ 土层材料

数ＮＱＵＡＤ（网格尺寸对应良好情况，因此取为１），

隧道三维模型沿深度方向共穿越１０层地基土，

耦合体积分数ＦＲＣＭＩＮ（取０．２，使得耦合计算较早发

本文采用Ｄ－Ｐ模型［１２－１３］模拟土体力学特性，其力学参

生，从而有效地减小了流场泄漏现象），ＡＬＥ网格参

数如表１所示。此外，水体结构采用空材料模型（Ｎｕｌｌ）

数ＡＲＳＧ（设置为随水体质心运动，使得ＡＬＥ网格跟

结合状态方程模拟。

表１ 土层材料参数
名称

重度
ｋＮ／ｍ２

弹性模量
ＭＰａ

泊松比

黏聚力
ｋＰａ

内摩擦角

灰色砂质粘土

１８．７

３９．３９

０．２７

５

３０．５

淤泥砂质粉土

１７．６

４３．０５６

０．２８

１１．１８

２３．０

淤泥粉质粘土

１６．８

９８．２８

０．３５

１４

１１．５

灰色粘土

１７．４

１４６．５８８

０．２８

１７

１４

灰色粘质粉土

１８．２

２０８．６７６

０．２８

６

２９

黄灰色粗砂

１９．２

６１１．５２

０．２８

２

３１．３

灰色细砂

１９．２

８３９．１５

０．２８

２

３２

３．４．２ 衬砌层横向刚度有效率

表２ 结构横向刚度折减系数

隧道衬砌单环拼装模型宽１．５ｍ，内径５．８４ｍ，外
径６．８０ｍ，由六片（３＋２＋１）Ｃ５５混泥土衬砌片通过７

× ６根Ｍ３９环向螺栓连接，环间通过１６根Ｍ３０螺栓连接

并１８０度错缝拼装，螺栓预紧力为６０ｋＮ。
拼装结构与连续化结构在不同覆土自重和水压
作用下的变形量如图４所示。拼装模型在拱顶和水平
直径变形数据为八环平均值；连续化模型在相同位
置取值做平均。可见加载时变形与载荷呈现明显的
线弹性关系，而且各曲线的斜率之比即为其对应横

ο

hｘｙ

拱顶处

水平处

平均

0.719

0.73

0.7245

３．４．３ 衬砌层纵向刚度有效率
隧道衬砌层纵向变形中主要由结构弯曲变形引
起，而且横向刚度、纵向环缝、纵向螺栓预紧力对
纵向刚度有较大影响 ［１４］。为此对模型施加加对称弯
矩。图５将 h ｘｙ＝０．７２精细模型和等效模型进行同样加
载条件下的数值仿真，获得载荷与变形关系图。由
，可得hｚ＝０．２４。

向抗弯刚度之反比，因此可以得到拼装模型刚度与
连续化模型刚度之比即横向刚度折减系数，如表２所
示。

图５ 纵向加载载荷与变形关系图

隧道衬砌层通过连续结构建模，并采用正交各
图４ 结构变形－覆土深度

向异性材料模型，经刚度有效率折减后具体参数如
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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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衬砌管片参数
衬砌管片

连续模型

型号

静弹性模量
（Ｐａ）

静剪切模量
（Ｐａ）

密度
（ｋｇ／ｍ３）

泊松比

静摩擦系数

Ｃ５５

３．５５Ｅ１０

１．４８Ｅ１０

２．５Ｅ３

０．２

０．５５

Ｅｘ（Ｐａ）

Ｅｙ（Ｐａ）

Ｅｚ（Ｐａ）

Ｇｘｙ（Ｐａ）

Ｇｙｚ（Ｐａ）

Ｇｚｘ（Ｐａ）

２．５６Ｅ１０

２．５６Ｅ１０

０．８５Ｅ１０

１．１Ｅ１０

１．６Ｅ８

１．６Ｅ８

４． 数值计算结果与分析

本文另选等效密度法作为ＡＬＥ流固耦合模型的参
照，对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４．１ 数值计算概况
地震响应的地震波选用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
告给出的５０年超越概率３％的基岩加速度时程曲线，
如图６所示。地震波沿横向（图３中ｘ方向）分别以一
致和非一致输入，计算模型土体四周和底部采用粘
弹性边界，顶面取为自由边界。计算包括一致激励
下空隧道响应、半满水隧道响应和满水隧道响应，

即有 r D = rC + r F = rC +

r 2 rW
R2 − r 2

式中 ｒ 为输水隧道内半径； Ｒ 为输水隧道外半
径；rＷ、rＦ、rＣ和rＤ分别是流体的质量密度、等价于
衬砌的质量密度、衬砌的质量密度和等价后衬砌的
总质量密度。满水时对整个衬砌环附加密度；半水
时仅对隧道下半衬砌附加密度。

以及非一致激励下隧道位移响应。

图６ 基岩地震波加速度时程

４．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

图８ 隧道内流体液面晃动

图７ 危险断面记录点

本文在隧道结构的三个危险断面衬砌环上记录８
个关键点位置如下图７所示。
４．２．１方法对比
刘 金 云 ［１５］对 输 水 隧 道 抗 震 计 算 中 流 体 简 化
模型的研究表明除了将流体假设为弹性固体外，
等效密度法模型、附加质量法模型、Ｈｏｕｓｅｒ模
型、Ｗｅ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模型均能代替势流体进行输水隧道地
震响应分析。

图９ 输水隧道２号截面位移时程曲线

图９为半水、满水状况下的隧道截面２（见图３）
在水平一致地震激励下分别通过等效密度法与ＡＬＥ
法得到的位移响应结果对比。断面位移值取断面上
１、３、５、７四点位移的平均值。可见，通过ＡＬＥ法
与等效密度法得到的隧道横向位移响应规律基本相

高性能计算应用

同；其中满水工况时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基本吻合，

无水，隧道内部各危险断面２、４、６、８关键点弯矩

半水工况时ＡＬＥ法计算结果稍大于等效密度法结果，

数值明显大于１、３、５、７关键点数据，说明隧道弯

这主要是半水工况时液面重构导致密度分布发生变

矩集中于衬砌隧道４５度交叉斜线位置。

化。图８为输水隧道地震过程局部视图，隧道内蓝色

４．２．３非一致地震激励

网格为水体初始位置，可以看出地震过程中半水液

考虑行波对输水隧道抗震的影响，本文假设行

面有明显晃动。

波传播方向与隧道走向一致，因此基地沿Ｙ向节点受

４．２．２一致地震激励

到的地震激励时间上存在时间差Dｔ，且Dｔｎ＝ｄｎ／Ｃ，式

图１０显示了基于ＡＬＥ法输水隧道无水、半水、满

中： ｄ ｎ 为沿地震波传播方向基地节点至第一排节点

水时危险断面所在关键点所记录的最大弯矩和最大

的距离；Ｃ为地震波在基岩面的传播速度，本文取为

等效应力。可以看出充水状态比无水状态断面１最大

５００ｍ／ｓ。

弯矩增加了８０．１％，断面最大等效应力增加了１１２．２％；
断面２最大弯矩增加了７５．８％，断面最大等效应力增
加了６１．６％；断面３断面最大弯矩增加了４６．８％，断面最
大等效应力增加了５１．３％；

这说明隧道由于内水的存

在，大大改变了衬砌隧道地震响应值，增加幅度较
大，设计时应加以重视。

图１１ 输水隧道２号截面位移时程曲线

图１１给出了半水、满水隧道截面２分别在一致地
震和非一致地震激励下的位移响应结果对比。可以
看出，尽管输入相同的地震波，但由于地震动输入
模式的不同，导致隧道同一位置处的位移响应在频
率和幅值变化上差别甚大。而且无论是半水隧道位
图１０ 衬砌隧道各危险断面无半满水时的响应值变化图

移或是满水隧道位移，非一致激励下隧道２号断面的

从图１０中也可以发现，无论是满水、半水还是

位移响应幅值均大于一致激励输入。

表４ 危险断面最大位移与最大相对变形
位移/相对变形（mm）

无水

半水

变化比值/%

满水

变化比值/%

横向位移

56.02

58.83

5.01

60.46

7.93

相对变形

0.61

0.73

19.67

0.85

39.34

最大等效应力

3.72

4.39

18.01

5.97

60.48

横向位移

73.15

76.42

4.47

78.61

7.46

相对变形

0.77

0.91

18.06

1.07

38.61

最大等效应力

4.37

5.12

17.16

6.78

55.15

断面2一致激励

断面2非一致激励

一致激励和非一致激励下２号断面位移与相对变

５． 结论

形幅值见表４，可以看出水位变化对衬砌隧道地震位

采用多物质ＡＬＥ流固耦合的方法，综合考虑衬砌

移响应的影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本文深埋输水隧

结构横向和纵向的结构性能，计算管片与连续模型

道地震位移主要与隧道周围土质有关；水位的变化

之间的刚度有效率，对国内超大规模双线输水隧道

对衬砌隧道相对变形影响较为明显。

在考虑内水影响的情况下进行了地震响应分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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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可以得出：

但在不同工况下，由于内水的存在，衬砌隧道相对

（１）通过与等效密度法对比，本文采用的数值

变形与内力地震响应加大；无论是满水、半水还是

方法对于处理输水隧道多物质非线性耦合抗震问题

无水，隧道弯矩集中于衬砌隧道４５度交叉斜线位置。

是可行的。
（２）与浅埋输水隧道不同，本文中深埋输水隧

（３）相对于一致激励，非一致激励下对输水隧
道位移和相对变形地震响应更为不利。

道在不同工况下衬砌隧道地震位移响应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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