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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塔双索面混凝土斜拉桥地震响应分析
莫海洪，饶梓彪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230）
摘

要：为验证独塔双索面混凝土斜拉桥结构设计方案在工程场地特定地震激励作用下结构的动力响应幅度以及对

应的结构安全性，基于桥梁结构抗震相关理论，依托酉水三桥独塔双索面斜拉桥工程，采用 MIDAS 桥梁专业计算有

限元软件对桥梁设计方案中的主塔单体结构、主梁结构典型断面的内力响应进行了设计计算分析。分析计算中，结
合设计规范要求，同时采用了基于反应谱分析与基于线性时程分析的两种方法进行独立校核，并分别评估反应谱和
线性时程计算结果之间的差异，以及与抗震规范的异同之处。研究结果表明：规范中对桥梁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
应参数取值与基于有限元模型的线性时程分析结果相一致，按照规范进行合理取值完全可以简化设计计算内容，对
实际工程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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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smic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single tower and double cable plane
cable-stayed concret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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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dynamic response amplitude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uctural safety of the single tower and

double cable plane cable -stayed concrete bridge structure design scheme under the specific seismic excitation of the project
site,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y of bridge structure seismic resistance, relying on the single tower and double cable plane
cable -stayed bridge project of Youshui Third Bridge, the internal force response of the main tower single structure and the

typical section of the main beam structure in the bridge design scheme was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MIDAS bridge
professional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In the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sign code,

two methods based on the 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 and the linear time history analysis were used for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ponse spectrum and the linear time history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evaluated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the seismic co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ynamic response

parameters of the bridge under the seismic action in the cod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linear time history analysis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and the reasonable value according to the code can simplify the design calculation completely,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actual engineering design.

Key words： cable -stayed bridge; finite element method; 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 linear time history analysis; seis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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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除了当前尚处于研究和争论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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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失效概率的地震功率谱抗震设计和虚拟激励
分析法外，基于静态水平力加载的加速度反应谱
方法和基于动力学基本规律的时间历程分析法是
当前桥梁工程抗震设计中普遍应用的两种成熟设
计方法 [1-2]。反应谱方法通过分析结构本身的振动
特性，将实际复杂结构抽象为一个具有有限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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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力学模型，并基于矩阵解耦的数学方法，将
多自由度系统分解为一组具有统计相关性的单自

2

抗震设防标准及结构抗震性能目标的确定

根据 GB 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

由度系统。通过理论解析技术分别计算得到每个
单自由度系统的动力学响应后，再将各单自由度

图》 及 JTG B02—2013《公路工程抗震规范》[11]中
对于地震场地分类的相关规定：通过前期工程地

系统的响应结果进行统计学叠加，作为整体结构

质勘察，可以判断工程场地土类型属中硬土，场

在地震作用下的最终响应结果；地震时间历程动
力分析法对计算时间间隔进行离散，并在每个离

地类别归属为域类，工程场地的地震基本烈度为
6 度，对应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场地特

散的时间步长内对结构应用动力学基本方程进行
动力响应计算 [3-4]。时间历程动力分析法是到目前
为止计算地震动力响应的最完整分析方法，该方
法可以在计算过程中考虑各种不同的非线性动力
学效应，但由于运算过程的复杂性和计算资源的
开销巨大，因此时间历程分析法一般只是作为反
应谱分析的验证手段[5-6]。
本文以酉水三桥为依托工程，对其动力特性
及抗震性能进行了分析。如前所述，为校验分析
方法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计算分别采用加速度
反应谱分析法与时间历程分析法进行独立计算并
比对计算结果[7]。地震响应计算主要针对桥体主墩
和桥身主梁的特征截面进行地震响应分析，并将
基于数值分析得到的结构响应结果与 CJJ 166—
2011《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8]中所推荐的拟静力
方法计算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全面评估桥梁在地
震作用下的结构可靠性。本文研究的中间数据与
所得到的结论对于其他桥梁工程的抗震评估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1 工程概况
酉水三桥全长 417 m。其中桥体主结构为独
塔双索面斜拉桥，桥梁主墩和主梁之间设计为固
结传力模式。桥梁主体斜拉部分的跨径长度组合
为 196 m+101 m+62 m，引桥采用 2伊25 m 小箱梁，
桥面宽度设计为 29.5 m。桥梁主塔结构设计为钻
石形，桥体主梁结构设计为三室单箱预应力混凝
土结构，斜拉索布置设计为扇形。主桥结构立面
如图 1 所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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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桥梁立面布置图（m）
Fig. 1 Elevation layout of bridge (m)

[10]

征周期值为 0.35 s，综合信息表明，工程场地属
于地震不利区。本文依托工程所处的场地在不同

超越概率条件下对应的地表水平加速度峰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工程场地地表设计地震动参数

Table 1 Design ground motion parameters of engineering
site
50 a 超越概率 10%

超越概率
A max / g

0.05
2.25

茁max

50 a 超越概率 2%
0.11
2.25

琢max

0.112 5

0.247 5

Tg /s

0.35

0.40

T1 /s

0.1

0.1

0.9

酌

0.9

根据《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8] 中的相应规
定：对于斜拉索结构的市政类桥梁，其抗震设防
级别应设置为甲级，其抗震标准应高于基本场地
烈度 1 度，因此考虑桥梁结构的抗震设防标准应
当有所提高，见表 2。
表 2 桥梁主体结构的抗震设防标准与性能目标
Table 2 Seismic for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performance
objectives of bridge main structure
结构性能
要求

受力状态

验算准则

混凝土主塔

无损伤

保持弹性状态

M<My

桩基础

无损伤

保持弹性状态

边墩

无损伤

保持弹性状态

M<My

正常工作

满足位移及
承载力要求

抗震设防水准 构件类别

地震作用效应
E1（50 a 内超
越概率 10%）

支座

无损伤

混凝土主塔 损伤可修复 可接近屈服
地震作用效应
E2（50 a 内超
越概率 2%）

桩基础

损伤可修复 可接近屈服

M<My

M<Meq
M<Meq

边墩

严重损伤但
允许进入延性 变形验算
可不倒塌

支座

一定的残余
变形

进入塑性

满足位移
要求

3 计算模型与动力特性
3.1 计算模型
计算分析采用 MIDAS 桥梁结构专用有限元程
序软件。采用空间梁单元模拟桥梁结构的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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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梁和主塔结构，采用桁架单元模拟斜拉索对主

的地震动输入采用水平纵向+竖向以及水平横向+

梁的连缀效应，并以此模型为基础，开展桥梁整

竖向两种组合方式。
根据《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8] 中的相关规

体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评估。
3.2

定，在考虑竖向地震加速度的组合作用下，竖向

边界条件
本桥成桥状态结构边界条件边、中支点支座

模拟弹性连接，考虑交界一联桥梁刚度边界条件
影响，桩基础采用
“m”
法土弹簧模拟[12-13]。
3.3

动力特性

采用多重 Ritz 法对全桥动力特性进行分析，
成桥状态振型特点见表 3。
表3

Table 3

成桥状态结构动力特性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bridge structure

模态

振型主要特性

1

主梁竖弯

3

主梁竖弯

2

主塔侧弯

4

主梁横弯

自振频率 f /Hz

自振周期 T /s

0.736 1

1.358 5

0.442 9
0.826 4
0.846 1

加速度峰值取为水平向加速度峰值的 2/3。为尽可
能消除时间历程计算结果的随机性，主桥结构的
地震响应计算结果取 3 组随机地震波作用结果的
最大值。基于上述计算条件，桥梁主体结构在 E2

地震作用下的位移响应如表 4 所示，桥梁主塔结

构的控制截面的地震响应结果如表 5 所示（仅列举
E1 地震作用下的响应结果）。
表 4 桥梁控制点处地震位移响应（E2 地震作用）
Table 4

2.258 1

Seismic displacement response at bridge control
point (E2 seismic action)

1.210 1
1.181 9

结构位置

4 地震反应谱分析
4.1 结构时间历程分析
与加速度反应谱分析类似，时间历程分析中

横向+竖向反应

纵向+竖向反应

最大横向位移/mm

最大纵向位移/mm

70

48

38

20

主塔塔顶

40

梁端
跨中

20

表 5 主塔结构（控制截面处）地震响应（E1 地震作用）
Table 5 Seismic response of main tower control section (E1 seismic action)
截面
1-1
2-2
3-3
4-4
5-5

4.2

横向+竖向反应

纵向+竖向反应

弯矩/（kN·m）

剪力/kN

轴力/kN

32 606
45 483

1 266

10 035

65 855

2 286
7 571

15 820

134 888
526 795

结构反应谱分析
根据《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8] 中的相关规
定，采用加速度反应谱进行地震响应分析时，所
选用的加速度反应谱为 S（T）
=A max 茁（T），其中：茁
a
为加速度放大系数谱，是场地周期 T 的函数；茁m
为加速度放大系数的最大值；Tg 为工程场地的特
征周期，s；酌 为反应谱下降段的衰减指数，当系
统阻尼比为 0.05 时，该值为 0.9；A max 为场地的地
面加速度峰值。本文计算所采用的参数见表 6。
抗震分析中通常需要考虑水平方向的地震加
速度与竖直方向地震加速度的联合作用。水平向
的地震作用通常按照纵向和横向分开考虑，因此
地震激励的输入方式分为两种：1） 水平纵向+竖

弯矩/（kN·m）

剪力/kN

轴力/kN

26 297

1 278

755

4 432

197 256

8 909
8 185

7 845

24 938

11 261

7 575

37 402

15 997

20 732

20 293

475 209

21 341

6 619
8 322

21 944

表 6 场地水平向设计反应谱特征参数（阻尼比 5%）
Table 6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horizontal
design response spectrum of site (damping
ratio 5%)
地震作用
E1
E2

茁m

2.25
2.25

Tg /s

0.35
0.40

酌
0.9
0.9

A max /g
0.05
0.11

向； 2） 水平横向+竖向，不同方向地震作用结果
采用 SRSS 法组合。
对于地震响应分析而言，需要确保有足够多
的模态参与到计算中，从而避免遗漏重要的结构
响应。通过试算可以确定前 150 阶振型在各自由
度上的质量参与系数均达到 95%以上。不同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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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采用 CQC 法组合。从结构反应谱分析与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 E2 地震荷载作用下，桥

结构线性时程分析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比对
可以看到：不管是对于结构位移响应还是结构内

梁主塔结构最不利截面弯矩安全系数均大于 1，
说明桥梁主塔结构仅发生可轻微损伤，满足抗震

力响应，反应谱法和时间历程法的计算结果都较

性能要求。

为接近，总体而言，时间历程法计算结果在量值

5

上偏大，两者相对误差不大于 20%。

结语
本文以酉水三桥为依托工程，同时采用结构

4.3 结构抗震验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时间历程分析法的

反应谱分析与结构线性时程分析对主塔、主梁控
制截面进行了抗震分析，并以规范中的桥梁结构

计算结果相对加速度反应谱方法的计算结果略大，

抗震性能目标为参考，对两种计算方法的计算结

因此本节采用线性时程分析法的计算结果对结构

果进行比对与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抗震性能进行校验，以判断结构是否满足抗震性
能规定。
钢筋混凝土截面等效屈服弯矩在实际加载过
程中并无明显的指标可供参考，在实际实施过程
中通常将实际的截面弯矩-曲率曲线等效为一个
弹塑性曲线。对应的等效屈服弯矩 Meq 计算如图 2
由阴影部分面积相等求得。其中 My 为截面在指定
轴力作用下的外层钢筋屈服时所对应的弯矩；Meq =
My 为所对应的等效屈服弯矩；Mu 对应指定轴力作
用下的截面抗弯承载力。基于上述方法，主塔的
抗震验算结果见表 7。
Mu
My
My忆

1） 采用结构反应谱分析与采用线性时程分析
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之间吻合较好，主桥采用墩
塔梁固结体系，结构抗震性能可靠。
2） 在 50 a 内超越概率为 10%的地震荷载作
用下，桥梁主塔结构的最不利截面弯矩均小于截
面初始屈服弯矩，因此桥梁在地震作用下保持在
弹性范围之内，可以充分满足地震环境下的抗震
性能要求。
3） 在 50 a 内超越概率为 2%的罕遇地震荷载
作用下，桥梁主塔结构最不利截面的弯矩安全系
数均大于 1，说明桥墩和桩基在地震作用下的损
伤可修复，可以满足罕遇地震环境下的抗震性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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