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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密集的建筑群体在各大城市和小城镇中不断涌现。土与建筑群的动力相互

作用不同于单个结构与土的动力相互作用，研究土与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对上部结构响应的影响规律，使研究
结果能够用于考虑群效应的上部结构抗震设计。提出土与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应概念，并在已完成的土
与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振动台试验基础上，采用有限元方法研究群效应对结构动力响应的影响规律。此有限元
模型采用了Davidenkov地基模型模拟土体的动力非线性特性。采用试验数据验证此有限元模型，开展了土与建筑
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应分析，研究土体特性、建筑物净距和建筑物数量对群相互作用的影响。最后，针对位移
的响应规律，进行了土与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应机理分析。全面总结了土与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
应规律和参数影响，结果如下：在地震作用下，建筑群中结构位置不同反应不同，表现出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应。
与单个结构相比，群相互作用使得结构的加速度减少，速度则有时增大、有时减小，与输入的地震波特性和结构
位置相关。而中间建筑位移反应减少，沿振动方向结构的位移增大，建筑群中远离中间建筑的周边建筑位移反应
最大。位移的群效应影响系数的绝对最大值达到770.794%。建筑群数量是影响群效应的最显著的因素。土–建筑
群动力相互作用随着结构间距的增大，影响不断减弱，当建筑物净距大于建筑物基础平面尺寸的1.32倍时，群效
应相对较弱。由以上结果可知，土与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对上部结构动力响应影响较大，在上部结构抗震设计
时，不能忽略土与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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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ric Analysis of Soil and Structure Cluster Interaction Considering Clust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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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rids of intensive structure clusters have been built in big cities and small town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soil and structure cluster is different from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a single structure and soil. The influence
law of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soil and structure cluster on the response of superstructure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results can be
utilized in the seismic design of superstructure considering cluster effect. In addition, the cluster effect was first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an accomplished shaking table test of soil and buildings, a finite element model involving the shaking table test was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laws of the cluster effect on the responses of structures. Davidenkov foundation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nonlinearity of soil in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Based on verifying the accurate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cluster effect was studied to extend the research of SSCI, including soil properties, structure spacing and structure number. Last, the mechanism of SSCI was studied based on the laws of the displacement.
The laws and the parametric influences on the soil and structure cluster interaction were fully summarized. The results are listed as follows: Under earthquake excitation, the structure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had different responses, which involves the cluster effect of SSCI. Cluster interaction reduced the acceleration responses of structures, while velocity might be larger or less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building, relating with the earthquake input and the structure location.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central building reduced, but these of the surrounding structures along the vibra收稿日期:2018 – 02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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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ncreased, and the farthest buildings from the center had the largest displacements. The maximum absolute value of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the
cluster effect for on the displacement reached 770.794%. The building number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that affected the cluster effect in the
SSCI system. The cluster interaction constantly reduced when the structure spacing increased and disappeared. When the clear spacing was larger
than as 1.32 times as the size of the building foundation size, and the cluster effect becomes weak.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above results that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soil and structure cluster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superstructure. In the seismic design
of superstructure, the cluster effect of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soil and structure cluster can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cluster effect; soil and structure cluster interaction (SSCI); shaking table test;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SYS; Davidenkov foundation model

地震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其

kami[10]等将地基理想化为弹性半空间，上部结构简

强大的破坏力使人类社会遭遇了一次又一次不同程

化为集中质量，并针对修建在土质均匀、土层较厚地

度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据统计，地球上每年平均

基上的浅埋基础的相邻结构。但是，这种方法没有考

发生2次8级以上震级、11度以上震中烈度的毁灭性

虑地基土材料阻尼和辐射阻尼的影响，当遇到沉积

[1]

地震 。而中国正好处于全球两大地震带—环太平

层复杂的地基时，无法模拟场地土特性随应变值变

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交汇部位，是一个地震多

化的情况，因此得到的地震反应值误差较大。第2阶

发 国 家 。 2008年 的 “5·12”汶 川 特 大 地 震 （ 8.0级 ） 、

段，引入了各种更精确实用的分析方法，如边界元法[11]、

2010年“4·14”青海玉树大地震（7.1级）和2013年的

有限元法 [12]、边界元 [13]与有限元耦合法 [14]等，主要

“4·20”雅安芦山地震（7.0级）等都对中国人民群众造

以2维弹性整体分析为主，还包括部分3维分析及现

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

场原型观测。第3阶段，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

城市化建设的日益扩张，城市的建设用地越趋紧张，

数值计算理论的不断完善，使SSSI研究得到大力推

越来越多的密集型建筑群体在大城市和小城镇中不

进。Yahyai和Mirtaheri[15]研究了不同间距下，两相邻

断涌现，且间距越来越小。迄今，建筑群基本未经历

高层建筑分别置于不同地基上时，建筑物自振周期、

大地震的考验，对地震作用下建筑群由于相互作用

基底剪力以及位移的变化规律。Fariborz和Ali[16]运用

可能产生的破坏缺乏预估。事实上Li等 [2]证明，密集

有限元方法建立结构–土–结构的整体模型，研究了

建筑群的修建可能会导致结构产生更严重的破坏。

2栋相邻的高度不同的高层建筑在间距不同以及地

因此，需要研究土–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应的

基土不同时，SSSI问题对体系的影响。Trombetta等 [17]

基本规律、群效应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以及影响

通过实验室离心机试验对不同高度、不同基础形式

群效应的因数等，为考虑群效应的结构抗震设计理

的两相邻高层建筑进行了研究，得出在高层建筑群

论的建立打下基础。

设计问题上应该考虑SSSI效应的结论。Boutin等 [18]运

土–结构动力相互作用（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

用足尺模型试验对SSSI效应作用下土体动力特性问

SSI）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是研究

题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表明结构–土–结构相互作用

一个建筑的地基土和上部结构间的共同工作，逐渐

将会改变场地土的动力特性。Ghandil等 [19]根据自由

发展为研究区域内土与多个建筑的相互作用，目前

场土体的振动水平引入减少的土体力学性能，考虑

主要集中在2个范围内：一是，小范围土域内的结构–

土体的等效线性特性。Li等 [20] 运用振动台试验和有

土–结构间的动力相互作用（structure-soil-structure in-

限元方法研究SSSI，采用等效线性模型模拟土体，运

[3–6]

，也称相邻结构动力相互作用（ad-

用接触单位模拟基础与土间的非线性状态，结果表

jacent structure interaction，ASI），主要研究2栋邻近的

明随着地震激烈增大，接触压力、应变幅值和桩的滑

建筑的相互作用；二是，大范围区域的土–城市间的

移增大。国内学者对于SSSI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21–24]。

动力相互作用（soil-city interaction，SCI） [7]，研究宏观

窦立军和杨柏坡 [21]应用波动理论，采用2维显式有限

地质条件下城市可能发生的震害。而本研究针对土

元方法，分析了高层建筑与相邻多层建筑物间的动

–建筑群相互作用（soil-structure cluster interaction，

力相互作用，得到高层建筑对相邻多层建筑物影响

SSCI），属于SSSI和SCI的中间课题，是SSSI问题的扩

较大，竖向反应影响比水平方向影响大，并随着距离

展，符合现在城市发展模式，也是研究城市震害的

的增大而减小等结论。李培振等 [25] 通过ANSYS软

基础。

件对相邻高层建筑结构体系进行3维有限元模拟分

teraction，SSSI）

SSSI的研究相对成熟，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1阶
[8]

[9]

段，弹性半空间理论。Warburton 、Kobori 、Mura-

析，探讨了相邻高层建筑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反应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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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主要是局限在2栋建筑间进行，基本没
有涉及多个建筑。Aldaikh等

[26]

29

简化为带60 kg质量块的混凝土单柱，模拟约15层的

通过振动台试验研究

建筑。土体为来自上海杨浦区的黏性土，放置在圆形

土与建筑群的动力相互作用，该研究表明建筑群动

柔性容器中，该容器在外侧用Φ4@60钢筋进行圆周

力相互作用对结构的不利影响比仅有2个相邻结构

式加固，目的是提供径向刚度，且允许土体做层状水

相互作用的情况更加显著。Álamo等

[27]

建立3栋建筑

平剪切变形。

物与土的模型，结果表明，相互作用可以放大或衰减
系统响应，与建筑物间距离和整体系统的动态特性
有关。2013—2014年，本课题组进行了包含单独1栋

2#

建筑和包含5栋建筑的2组振动台模型对比试

3#

验

[28–31]

，并进行了相应的数值分析，发现了土–高层

4# x方向
5#

1#

y方向

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现象，对作用机理和影响因
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土与结构动力相互作用研究较多涉及单个结

图1

构，近几年涉及2个结构（相邻结构）的研究逐渐增
多，但建筑物小区域范围的建筑群甚少涉及。作者在
前期振动台试验的基础上，采用有限元整体分析方
法，建立了土–建筑群整体模型，进行土–建筑群动力
相互作用的地震反应分析，运用等效线性模型模拟
土体动力非线性，提出了土–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
群效应，研究了群效应的初步规律，为土–建筑群动
力相互作用（SSCI）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1 土–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应概念
目前城市建筑经常组团修建，在土层条件基本
相同的区域上建有多个建筑，形成土–建筑群系统。
以现在的设计方法，对上部结构均只考虑个体建筑，
多数情况下采用刚性地基，有时也考虑土与单独结
构的共同工作，即SSI效应。
所谓土–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应是指多
栋建筑构成的建筑群在地震作用下发生的与单体建
筑不同的反应，它是由地震波在土中传递时在基础
间反射形成的。这种群效应除了受土体条件的影响
外，与建筑群中建筑的个数、间距以及排列方式等因
素都有关。
研究群效应，将有助于了解建筑群内结构的反
应，弄清楚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土与建筑群的动力
相互作用的群效应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建筑群
内不同位置结构的反应变化以及影响群效应的因数
等，为建立考虑群效应的结构抗震设计理论提供
依据。

2 振动台模型试验简介

(b) SC20

(a) GC20

Fig. 1

振动台试验图

Shaking table test model

输入的地震波为EL Centro波和上海人工波。根
据相似关系，输入地震波的时间间隔为0.001 953 s，
对应于原型的0.02 s。在原型中，输入峰值从0.035g到
0.35g变化，第2个工况为0.1g，以后每个工况以
0.05g递增。每条地震波进行了包括白噪声扫描在内
的23个工况的X方向的激励作用。有关试验的详细情
况，参见文献[28–31]。

3 有限元模型及参数分析
选 取 GC20和 SC20试 验 中 EL2、 EL3（ 对 应 EL
Centro波，加速度分别为0.10g和0.15g）和SH2、
SH3（对应上海波，加速度分别为0.10g和0.15g）2个工
况进行有限元模拟分析。一方面，利用试验结果校核
数值模型；另一方面，也获得更多的反应数据，以研
究SSCI相互作用规律。在此基础上，开展参数分析，
研究结构间距、数量和土体特性对群效应的影响，并
研究土–建筑群相互作用机理。
3.1 土体本构模型
土的非线性本构模型是土–结构相互作用数值
模拟计算中的关键，将土体视为黏弹性介质，采用
Davidenkov等效线性模型，利用等效剪切模量G和等
效阻尼比D这2个参数描述土体动应力–动应变关系
的基本特征。土在周期荷载作用下的骨架曲线，G/Gmax
与 γd 关系 [32]如下：
G/Gmax =1 − H(γd )

（1）

[
]A
(γd /γr )2B
H (γd ) =
1 + (γd /γr )2B

（2）

振动台试验包括2个对比模型，单个结构振动台

式中： γd 为动剪应变；A、B和γr 为与土性有关的拟合

试验和5个结构的建筑群振动台试验，分别用SC20和

参数；G为动剪切模量；Gmax为最大动剪切模量，可以

GC20表示，如图1所示。试验的比例为1/20，上部结构

通过试验或经验公式确定，经验公式见式（3）：

工程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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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12g

式中，Pa为标准大气压，Kp、n为拟合参数，σm为平均

0.10g

阻尼比公式的描述采用陈国兴等 [33]提出的考虑
初始阻尼比的经验公式，阻尼比D与剪切模量比
G/Gmax的关系如下：

(

D = Dmin + D0 1 −

G
Gmax

SC20-S5试验值
傅里叶幅值

固结压力。

SC20-S5计算值
0.08g
0.06g
0.04g
0.02g

)β

0

（4）

0

图3

根据振动台试验的土体材料试验，拟合出的参

Fig. 3

数值见表1。

15

20

25

30

工况SH2测点S5的傅氏谱曲线

Fourier spectra of S5 for the case SH2
SC20-D1计算值

4

Davidenkov地基模型参数拟合值

Fitted values of parameters in the Davidenkov
model

A

B

γr /10−4

Dmin

D

β

0.926

0.513

6.6

0.013 3

0.270

2.413

SC20-D1试验值

2
位移/mm

Tab. 1

10

频率/Hz

式中，Dmin、D0和β为拟合参数。

表1

15

0
−2

3.2 有限元模型
采用有限元软件ANSYS，利用其程序化编程语

−4
0

言和重启动命令实现土体的动力非线性模拟。上部

Mass21单元，如图2所示。

4

3

时间/s

结构和土体均采用实体单元Solid1185，土箱侧壁和
底部采用shell188单元，上部结构顶部的质量块采用

2

1

图4
Fig. 4

工况EL2测点D1的位移时程曲线

Displacement time history of D1 for the case EL2

3.4 参数分析
利用所建的数值模型开展参数分析，设定场地
土刚度、结构间距和建筑群中结构数量等参数，建立
一系列的计算模型，见表2和图5。其中，基础模型均
为GC20，即为5个结构、结构间距300 mm、地基土剪

(a) SC20单个建筑模型

图2
Fig. 2

(b) GC20多个建筑模型

有限元模型

Finite element model

建模时，为反映此柔性容器的性状，柔性容器土
箱侧壁采用壳单元shell181模拟，并利用ANSYS软件
的自由度耦合功能实现同一高度处沿容器周边的节
点在地震动输入方向（X方向）具有相同的位移。
3.3 试验结果与有限元结果对比

切模量0.6×107 MPa。因此，表2中S2、S5、S10模型的
地基剪切模量分别为1.2×107、3×107、6×107 MPa，分
别代表中软土、中硬土和坚硬土。
表2
Tab. 2
模型及参数

模型代号

参数值

备注

试验模型

SC20

—

单个建筑
见图2(a)

基础模型

GC20

5个建筑、
间距300 mm

基础模型
见图2(b)

D500

500 mm

D800

800 mm

D1000

1 000 mm

N7

7

图5(a)

N11

11

图5(b)

S2

2倍

S5

5倍

S10

10倍

绘制SH2和EL2工况下测点S5的有限元模型结果
和试验结果的傅氏谱曲线如图3所示，D1测点的位移
时程曲线如图4所示。
测点S5位于土体内，距土体底部0.65 m，中心1.1 m。
D1测点放置于1 # 结构顶部，测量结构的位移。由图

参数分析模型设置

Models for parametric analysis

建筑群内
结构距离

建筑群内
结构数量

以GC20为
基础改变

3～4可知，相应测点的傅氏谱曲线和位移时程曲线
的有限元结果与试验结果均吻合得较好，表明所采
用的数值模型较为准确，可进一步用于此次振动台
试验的有限元计算。

场地土
剪切模量

以GC20为
基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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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6#
7#

Tab.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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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群效应影响系数

Influence factor of cluster effect for acceleration
e/%

#

7

(a) N7 模型

图5
Fig. 5

工况

模型

(b) N11 模型

结构数量模型

Structure amount models

#

#

#

1

3

4

5#

6#

7#

GC20

1.965

1.979

2.292

1.697

—

—

D500

1.551

2.771

3.114

1.347

—

—

D800

1.148

4.138

4.466

1.026

—

—

D1000

0.641

4.347

4.690

0.555

—

—

N7

3.297

3.114

4.140

—

6.685 5.525

N11

4.235

4.730

5.651

—

7.102 5.944

通过对试验研究与数值模拟的结果进行分析，
发现建筑群在地震作用下呈现出与单个建筑不同的

S2

0.541

0.520

0.432

0.694

—

—

S5

0.376

0.551

0.089

0.546

—

—

反应，反映了多个建筑存在时的相互影响。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群效应，定义群效应系数：

S10

0.139

0.336

–0.173

0.203

—

—

GC20

0.993

0.787

0.907

0.544

—

—

D500

0.643

0.540

0.711

0.282

—

—

EL3

4 土–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的群效应

e=

S0 − S
× 100%
S0

（5）

式中，S 0 为地震波激励下SC20模型结构顶部反应峰
值，S为建筑群的不同结构顶部的反应峰值。当e为正
值，表明考虑SSCI效应后，建筑群中结构的动力反应
减小；当e为负值，则说明群中结构的反应增大，因
此，e绝对值越大，表明由于土–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
的影响越大，也即群效应越显著；如果e为0，则说明
群效应消失。
4.1 加速度反应
根据式（5）计算出加速度反应X方向的群效应系
数e，如表3所示（篇幅所限仅列出EL3和 SH3这2个工
况）。土–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下，加速度反应的规律
为：1）除较硬场地土的个别模型外，加速度群效应系
数e均大于零，说明考虑多个建筑相互影响后加速度
反应变小；2）在各参数下，建筑群结构数量对e影响
最大（7.102%），建筑物数量越多，影响系数e越大，表
明SSCI的群效应越显著。
分析模型GC20，当建筑群结构数量为5时，群内
所有结构的顶部加速度比仅有一个单独结构时顶部
加速度减少，EL工况减少的幅度大于SH工况。其中，
5#结构减少的幅度最小，5#结构在振动方向上没有邻
近结构，因此受群效应影响较小。随着结构数量的增
加，模型N7、N11的加速度峰值不断减少，减小幅度
因地震输入特性变化，仍然是EL波的减少幅度大于
上海波。
当群内结构间距增大时，对比模型GC20、D500、

SH3

D800

0.562

0.218

0.474

0.270

—

—

D1000

0.502

–0.275

0.001

0.051

—

—

N7

1.264

1.290

1.334

—

0.427 0.146

N11

1.835

1.743

1.815

—

1.000 0.631

S2

0.524

0.190

0.435

0.477

—

—

S5

0.173

–0.751

–0.048

–0.237

—

—

S10

0.112

0.237

–0.335

–0.066

—

—

从GC20模型的软土基增加场地土的刚度（剪切
模量）至中软土地基（S2模型），e值明显减少，但继续
增加地基刚度至中硬土和坚硬土（S5、S10），系数e变
化不大，且均处于小于1%的较低水平，说明当土的
刚度增大时，群效应对加速度的影响较弱，也即在软
土情况下，群效应显著。
4.2 速度反应
由式（5）计算速度反应X方向的群效应影响系数
e，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速度影响系数有正有负，
说明当考虑土–结构群相互作用时，结构顶部速度反
应相比单体结构有增有减，取决于结构在群中的位
置和输入地震波的特性。建筑群中心1 # 结构的速度
群效应影响系数e一般大于零，说明群效应使得建筑
群中位于中央的结构的速度减少。当结构场地土刚
度较大时，速度群效应系数较低（表4中S2、S5、S10模
型），说明群效应对速度反应影响不大。
N7和N11模型中，速度影响系数e相对较大，进一
步说明，当结构数量增加时，群效应明显，SSCI作用

D800、D1000，总体上e系数逐渐减少，说明结构间间

增强。

距越大，彼此影响越小，群效应越弱，加速度反应越

4.3 位移反应

趋向于单体结构。但EL工况下边缘结构（3 # 、4 # ）的

根据式（5）计算各上部结构顶部相对底部的X方

e系数则增大，表明其加速度反应较单体结构减少，

向的相对位移的群效应影响系数，如表5所示。总体

体现了建筑群动力反应的复杂性。

上，位移影响系数绝对值较大，最大值达到77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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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ab. 4
工况

EL3

SH3

1

3

4

5

6

7

N7影 响 系 数 外 ） ， 最 大 值 约 为 8.650%（ EL3， 模 型

GC20

0.699

–0.360

1.909

0.516

—

—

N11）；而沿着振动方向的周边结构3#、4#、6#和7#的群

D500

0.683

–1.240

3.499

0.577

—

—

效 应 影 响 系 数 e则 均 小 于 零 （ 除 SL3工 况 ， 模 型 S5、

D800

0.349

–0.728

2.806

0.213

—

—

S10的3 # 结构的影响系数外），说明SSCI群效应使得

D1000

0.200

2.341

–0.798

0.071

—

—

建筑群中央建筑的位移反应减小，而沿着振动方向

N7

1.036

–2.410

4.708

—

5.737

–2.956

的周边结构的相对位移值增大，且增大的幅度很大，

N11

1.444

–0.840

4.065

—

4.695

–1.542

最大增幅达到了单个结构的8.7倍。振动台试验也证

S2

0.366

–0.547

0.889

0.274

—

—

明这个现象，图6是GC20模型和SC20模型在振动台

S5

0.037

–0.159

0.101

0.013

—

—

试验中的破坏，非常明显，周边的建筑发生面向中心

S10

0.059

–0.006

0.135

0.003

—

—

的严重倾斜，而中央的结构则基本无倾斜。

GC20

0.220

0.254

0.117

0.003

—

—

D500

0.155

0.028

0.011

–0.005

—

—

D800

0.238

–0.346 –0.086

0.043

—

—

D1000

0.245

–0.783 –0.261 –0.021

—

—

N7

0.245

0.379

0.173

—

–0.448

0.785

0.400

0.324

0.156

—

–0.251 –0.342

#

#

#

#

#

S2

–0.090 –0.145 –0.305 –0.118

—

—

S5

–0.059 –0.219 –0.002 –0.095

—

—

S10

–0.057 –0.190 –0.001 –0.093

—

—

表5
Tab. 5

(a) GC20模型

相对位移群效应影响系数

Influence factor of cluster effect for relative displacement
e/%

工况 模型

#

6#

7#

GC20 6.403 –327.718 –363.299 –0.824

—

—

D500 5.093 –410.278 –465.665 –11.313

—

—

D800 3.506 –423.402 –411.065 3.726

—

—

Fig. 6

D1000 2.516 –228.715 –274.443 1.448

—

—

当场地土刚度增加时，边缘结构的位移影响系

1

SH3

群中结构顶部位移反应大大增加。群中央1 # 结构的
位 移 群 效 应 影 响 系 数 e大 于 零 （ 除 SH3工 况 ， 模 型

e/%
#

N11

EL3

（EL3工况，模型N7，6#结构），即相比单体结构，建筑

速度群效应影响系数

Influence factor of cluster effect for velocity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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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4

5#

(b) SC20模型

图6

振动台试验结构破坏

Structure damage in the shaking table test

N7

2.736 –619.702 –639.322

—

–770.794 –729.209

数仍然较大，例如，S2、S5模型EL工况时，3 # 结构的

N11

8.650 –496.684 –520.336

—

–640.506 –620.743

e值仍然为226%和15%；当场地土为坚硬（S10）模型

S2

0.342 –226.694 –280.493 –3.058

—

—

时，位移影响系数降为4.7%，说明即使在中硬场地土

S5

0.457 –15.307 –14.077 –2.484

—

—

的情况下，当建筑群中有多个结构时，边缘结构的位

S10

0.585

–1.431

—

—

移反应将会明显增加，这对于以控制位移为抗震设

GC20 3.213 –34.354 –52.777 –8.322

—

—

计目标的高层建筑来说，应该加以考虑，防止处于建

D500 2.869 –64.028 –89.430 –12.075

—

—

筑群边缘的结构在地震时的倒塌风险。

D800 2.331 –53.000 –71.753 –7.685

—

—

D1000 1.301 –74.274 –93.557 –9.104

—

—

–4.732

–1.382

5 群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N7

–6.403 –89.056 –108.095

—

–155.297 –130.822

为进一步地研究土–建筑群相互作用的机理，特

N11

0.094 –69.816 –88.525

—

–116.881 –95.564

别是边缘结构位移增大的原因，提取了模型的综合位

S2

0.592 –70.160 –88.761 –1.930

—

—

移云图及相对位移最大值，考虑了2个典型的参数：

S5

0.540

5.777

–5.837

–2.235

—

—

结构间距和结构数量，以分析场地土–结构群体系的

S10

0.451

2.493

–2.038

–1.154

—

—

地震响应，揭示土–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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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结构间距
由图7（a）可以看出，自由场的位移分布除边界
局部范围外基本呈层状，表层土的位移最大。图7（b）
则显示在结构下部基础周边的土的位移减少，由图7（a）
的位移范围0.020 636～0.022 938 m（红色标签）到
图7（b）的位移范围0.018 349～0.020 653 m（橙色标
签 ） ， 影 响 宽 度 约 为 1 140 mm， 深 度 约 为 608 mm。
图7（c）当有5个结构时也显示了同样的现象，结构下
部周边土体的位移进一步减少，位移范围为0.018 317～
0.020 616 m（橙色标签），即上部结构的存在会使得
结构基础附近土体的位移反应减小，这可能是由于
基础的存在加强了周围土体的刚度。由于这个现象，
GC20中间1#结构的位移小于SC20结构的位移，而边
缘的3#、4#结构下部的土体靠群内一侧位移小，靠群
外一侧则位移大，由此可能导致结构向群内方向的
转动，因此表现出边缘结构位移大幅度增加。

(a) 自由场

(b) SC20

(c) GC20

(d) D500

(e) D800

图7
Fig. 7

(f) D1000

33

（表6中，GC-1#与SC-1#的相对位移越来越接近），位
移反应不断增大。本文模型结构基础宽度为380 mm，
当结构间距在500 mm以内时，相邻结构的相互作用
较为明显，因此，当建筑物净距小于建筑物尺寸的
1.32倍时，土–建筑群动力相互作用体系的动力响应
受到相邻结构的影响较大；当大于2.63倍建筑物基础
平面尺寸时，影响相对较小。
表6
Tab. 6

各模型上部结构顶点相对位移峰值和影响系数
Peak relative displacements and effect coefficient
of the top points of superstructures in the models
上部结构顶点相对位移值/mm

模型

影响系数e/%

GC-1#

SC-1#

GC20

–0.146 26

–0.156 26

6.403

D500

–0.148 30

–0.156 26

5.093

D800

–0.150 78

–0.156 26

3.506

D1000

–0.152 33

–0.156 26

2.516

从表6同样可以看出，同一时刻（即GC20-1#结构
顶点位移峰值时刻），建筑群结构位移比单体结构位
移减小，随着上部结构间距的不断增大，建筑群内结
构的位移反应不断增大，越来越接近单体建筑的位
移。GC20模型GC-1#结构相对位移值为0.146 26 mm，
随着间距的增大，D500、D800、D1000模型的位移值
分别为0.148 30、0.150 78、0.152 33 mm，GC-1#相对于
SC-1#的相对位移影响系数分别为6.403 6%、5.093%、
3.506%和2.516%。
5.2 结构数量
不同数量的模型与表2相同，模型GC20、N7和
N11，见表2。图8给出同一时刻（选取GC-1#结构顶点
相对位移最大时刻），自由场、土–单个建筑以及包含
不同数量上部结构土–建筑群的综合位移云图。

不同结构间距模型位移剖面云图

Displacement nephogram for the central profile in
different structure spacing models

由图7（c）、（d）、（e）、（f）可以看出，当结构间距

(a) 自由场

(b) SC20

(c) GC20

(d) N7

为300 mm时，结构附近土体由于受到建筑群较大的
影响，位移反应减小（位移0.018 317～0.020 616 m，
橙色标签），进而使得修建于被影响土体中央的上部
结构（1#）的位移反应比SC20结构的位移减小；当结
构间距为500 mm时，与间距300 mm时相比，土体
受到相邻结构的影响变小，位移反应增大（位移
0.018 355～0.020 659 m，橙色标签；位移0.020 659～
0.022 963 m，红色标签），使得上部结构的位移反应
相应增大；当结构间距为800 mm（位移0.018 405～

(e) N11

0.020 716 m，橙色标签）、1 000 mm（位移0.018 610～
0.020 951 m，橙色标签）时，土体位移响应与单个建
筑时较为接近，上部结构受到相邻建筑的影响较弱

图8
Fig. 8

不同结构数量模型位移剖面云图

Displacement nephogram for the central profile in
different structure amou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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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位移云图8可以看出：随着上部结构数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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