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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寿寺砖塔结构地震损伤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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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理工大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为研究陕西省蒲城县崇寿寺塔在地震作用下的损伤机制,依据古塔原位动力测试结果修正

结构等效弹性模量,并引入砌体损伤参数确定受拉与受压损伤因子,建立了古塔结构的数值计算模

型,按场地条件选择EL-Centro波作为输入地震动,分别按中震及大震要求输入相应峰值的地震

波,完成动力计算得到了崇寿寺塔在各工况条件下结构楼层的受拉及受压损伤云图,分析了结构损

伤累积的模式。结果表明,中震作用下崇寿寺塔不发生受压损伤,受拉损伤开始于第7层,并逐步

往下扩展至第4层;而在大震作用下古塔中轴线部分区域产生受压损伤,受拉损伤开始于第6层并

逐步累积并扩展至其它楼层,最终除顶部两层外,其余楼层均发生受拉损伤。由计算结果可见,崇

寿寺塔地震损伤模式为中部楼层受拉损伤累积而扩展至其它楼层,从而使结构发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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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amagemechanismunderearthquakeisstudiedforChongshousiPagodalyingin
PuchengCounty,ShaanxiProvince,withtheequivalentelasticmodulusmodifiedbasedonthein
sitedynamictestresults.Tensileandcompressivedamagefactorsaredeterminedbasedonthe
masonrydamageparameter.Thenthenumericalmodelofthepagodaisestablished.Accordingto
siteconditionsofandtherequirementformoderateandstrongearthquake,theEl-Centrowaveis
selectedasthegroundmotionwithdifferentpeakvaluesoftheseismicwavesinput.Througha
dynamicanalysis,tensileandcompressivedamagecontoursarecalculatedindifferentcaseswith
thedamageaccumulationmodelofthestructureanalyzed.Asresults,thecompressdamagescan
notappearandthetensiondamagesstartedatthe7thfloor,thenextendedtothe4thfloorunder
amoderateearthquake.Underastrongearthquake,thecompressdamagesemergedinthemid
axisareaandthetensiondamagesextendedfromthe6thfloortootherfloors,withthefloorsex-
ceptthetoptwofloorsdamagedbytension.TheresultsshowthatthedamagemodelofChong-
shousiPagodaisthetensioninmidfloorsextendingtoanotherfloors,thusdestroyingthestruc-
ture.
Keywords:masonrypagoda;seismicdamage;numericalanalysis

  我国历史悠久,现存古建筑承载了辉煌灿烂的

古代文明,古塔是古建筑中的高层建筑,体现了古代

高超的建筑技艺。历史上曾出现多次建塔高峰期,
特别是唐宋时期建造了大量保存至今的砖石塔,因
建造年代久远且多次遭受自然及人为的破坏致使结

构存在损伤,迫切需要进行有效的保护。同时我国

也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残损古塔在遭受地震作

用后,既有损伤累积将导致结构发生破坏,成为砖石

古塔结构安全的主要威胁。通过进行古塔结构地震

损伤分析,可实现科学评估现存砖石古塔的抗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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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便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加固保护。
在砖石古塔结构损伤及抗震的相关研究中,邱

洪兴[1-2],曹双寅[3]等基于结构损伤识别理论,对江

苏省常熟市崇教兴福寺塔进行了结构可靠性鉴定,
探讨了结构损伤识别与诊断的系统方法。袁建力

等[4-6]结合动力测试结果及计算模拟进行了砖石古

塔动力特性研究,并对古塔震害基本规律进行了分

析。李胜才等[7]通过数值计算,模拟了龙护舍利塔

的地震损伤演化过程,分析了该塔地震破坏机制。
陈平等[8-9]结合小雁塔、崇文塔结构安全性评估工

作,采用增量动力分析法对小雁塔进行了地震易损

性分析,并采用数值方法对崇文塔进行了抗震能力

计算,探讨了古塔结构抗震性能评估方法。张文芳

等[10]建立了施加等效水平地震侧力时古塔结构的

有限元模型,分析了太原晋祠舍利生生塔墙体弯曲

破坏时受拉、受压区的失效过程,研究了太原晋祠舍

利生生塔地震内力及承载力。
综合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砖石古塔结构损伤机

制是研究结构抗震性能的基础之一。古塔结构损伤

后,导致结构自振频率降低或阻尼比增大,因而结构

动力特性能够反映结构的损伤状态。而古塔结构损

伤之前的动力特性值可通过数值计算获得,并采用

原位动力测试方法获得损伤古塔结构的动力特性,
对测试参数及计算参数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后,得
到结构的整体等效力学计算参数,可依据该参数进

行地震作用下古塔结构损伤分析。为此,本文通过

原位动力测试及数值计算,分析陕西省崇寿寺宋代

砖塔结构在地震作用下损伤参数的变化,探讨其地

震损伤机制,为砖石古塔结构抗震分析提供参考。

1 崇寿寺塔概况

崇寿寺塔亦称蒲城北塔(见图1),位于蒲城县

城关镇西太街东段北侧,始建于北宋绍圣三年(公元

1096年),为13级密檐式砖塔,残存高度为46.23
m,首层底面外边长8.28m,塔室内边长3.1m,墙
厚约2.5m。明嘉靖年间遭受地震,塔身受损,塔顶

掉落,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修补塔基,

1985年陕西省政府对其进行大修,现为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2 基本力学参数的确定

因文物保护的要求,不允许对古塔结构进行破

坏性试验,结构材料的力学计算参数难以通过实测

确定,故依据动力特性测试结果确定古塔的等效弹

性模量。由结构动力学原理可知,地震作用下古塔

结构的动力响应与动力特性密切相关,结构地震响

应对结构损伤的产生及累积模式影响显著。同时采

用有限元方法进行结构动力特性计算时,弹性模量

的取值与动力特性的计算结果直接关联。因此,可
通过修正弹性模量的取值,使古塔结构振动周期与

测试结果保持一致,从而确定古塔的等效弹性模量。

图1 崇寿寺塔

Fig.1 ChongshousiPagoda
 

图2 动力测试方案

Fig.2 Dynamicaltestprogram
 

2.1 动力特性测试

为测试崇寿寺塔的动力特性,在文物及古建筑管

理部门协助下,临时限制对古塔参观,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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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楼层测点布置7个941B型超低频拾振器,
将拾振器与结构可靠粘结,并与信号放大器及采集

器连接后,分别采集3次30min在地脉动激励下古

塔各楼层沿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持续振动的信号,
见图3,其中测点1为地面脉动信号,其余测点为塔

体结构的振动信号。

图3 楼层振动时域信号

Fig.3 Vibrationsignalateachfloorintimedomain
 

由图3可见,塔体结构上各测点的振动信号具

有一致性。对振动信号进行滤波及快速Fourier变

换,完成频域分析,见图4,结构上各测点频域曲线

中峰值点所对应的频率值即为古塔的各阶频率。将

各测点对应的同阶频率值取平均值,得到该塔的前

3阶振动频率见表1。

图4 各测点频域信号

Fig.4 Vibrationsignalateachfloorinfrequencydomain
 

表1 崇寿寺塔自振频率测试结果

Tab.1 Testresultsofvibrationfrequenciesof
ChongshousiPagoda

方向
频率/Hz

第1阶 第2阶 第3阶

东西 0.855 3.570 7.660
南北 0.816 3.675 8.265

2.2 动力特性计算

基于通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计算平台,依
据崇寿寺塔结构尺寸建立数值模型,按空间四面体

划分计算单元,见图5,通过模态分析计算各阶自振

频率。

图5 有限元模型

Fig.5 FEMmodel
 

因古塔损伤引起结构整体刚度减小,进而使结

构自振频率降低。数值计算中,材料密度及弹性模

量取值显著影响自振频率的计算结果,结构损伤对

古塔密度影响较小。参考相关文献及现场调研结

果,塔体材料密度ρ取1800kg/m3。将古塔结构等

效为均质弹性体,通过选取不同弹性模量值进行试

算,结果表明,当等效弹性模量取1800MPa时,计
算所得该塔的前三阶频率与实测结果的最大误差为

5%,吻合较好,故可将该塔的整体等效弹性模量确

定为1800MPa。采用Rayleigh阻尼,阻尼系数参

考相关文献取值为:α=0.2235,β=0.00186
[10]。

3 砌体损伤模型

3.1 应力-应变关系

崇寿寺砖塔砌体以黄泥浆砌筑,目前尚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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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构模型。通过对比现有砌体本构模型可以发

现,各模型中的受压应力-应变曲线在上升段较为接

近,而在下降段却区别较大,尤其在高应变区段则更

为显著。因该塔结构砌体残损较为严重,故选择在

高应变时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的杨卫忠模型,其表

达式如下[11]:
上升段: σ=Ecε (0≤ε≤εc) (1)
下降段:

σ
fc
= η
1+(η-1)(ε/εc)η

/(η-1)
ε
εc
(ε≥εc) (2)

式中:σ与ε 分别为砌体压应力及与其对应的压应

变;Ec 为初始弹性模量;η为初始切线模量与峰值割

线模量的比值,取η=1.633;εc 为应力应变达到顶

点时的应变;fc 为砌体轴心受压强度峰值。
古塔砌体抗拉强度较低,受拉后易发生砌筑缝

开裂破坏,故采用考虑应变软化效应的双折线简化

模型,应力-应变关系如下[12]:

σt=Ecε (ε≤εt) (3)

σt=4εt-ε
3εt ft (εt≤ε≤4εt) (4)

式中:σt与ε分别为砌体拉应力及与其对应的拉应

变;εt 为弹性极限拉应变;ft 为砌体轴心受拉强度

平均值。
参考相关文献[11],计算时εc 取0.002,fc 取

0.6MPa,εt取0.001,ft取0.06MPa。

3.2 损伤模型

在地震作用下,古塔砌体中的初始缺陷引起局

部损伤,将结构分割成若干个独立的受力单元,各单

元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结构损伤逐步累积,导致部分

单元失效,宏观上表现为应力-应变关系在峰值点

后出现软化。依据能量等价原理[13],将损伤单元材

料的弹性余能与无损结构材料的弹性余能以相同的

形式表示,式(5)~(6)分别为无损结构材料与损伤

材料的弹性余能表达式,并将应力改为等效应力。

We
0 = σ2
2E0

(5)

We
D = σ′2
2ED

(6)

式中:We
0、We

D 分别为无损和损伤材料的弹性余能;

E0、ED 分别为无损和有损材料的弹性模量;σ、σ′分

别为无损状态下的应力及损伤状态下的表观应力。
按弹性余能相等原则,因结构损伤后的表观应

力为σ′=σ/(1-D),则由式(5)~(6)可得:

σ=E0(1-D)2ε (7)
将式(7)引入砌体应力-应变关系,可得受拉及受压

状态的损伤演化方程如下[14]:

 Dc=
0 (ε≤εc)

1- ηfc
1+(η-1)(ε/εc)η

/(η-1)
(ε>εc

ì

î

í

ïï

ïï )
(8)

Dt=
0 (ε≤εt)

1- 4εt-ε
3ε

(εt≤ε≤4εt

ì

î

í

ïï

ïï )
(9)

式中:Dc 为受压损伤因子;Dt为受拉损伤因子。

4 数值模拟

4.1 损伤参数

将计算软件中混凝土塑性损伤模型的计算参数

按式(8)~(9)修正后进行输入,实现地震作用下拉

伸断裂和受压破坏的模拟,在满足收敛条件下,当损

伤参数D达到0.95时结构发生损伤破坏。

4.2 地震波输入

崇寿寺塔位于7度设防区,Ⅲ类场地,故选用

EL-Centro波进行输入,截取包含强震时段共30秒

的记录,峰值加速度对应的时间点位于[0,5]内,其
波形见图6。在小震作用下古塔处于弹性阶段,结
构未发生损伤。对中震及大震加速度峰值分别按

100gal、220gal进行调幅。

图6 EL-Centro波

Fig.6 EL-Centrowave
 

4.3 地震损伤分析

输入EL-Centro波计算后,得到地震作用下古

塔结构损伤的计算结果,见图7~8。

图7 中震作用下古塔损伤

Fig.7 Damagesituationofpagodaaffectedbymedium
earthquake

 

651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18)第34卷第2期 



图8 大震时古塔损伤状态

Fig.8 Damagesituationofpagodaaffectedbystrong
earthquake

 

由图7可见,中震作用下古塔结构不会发生受

压损伤;但因结构楼层随高度增加其截面变化较快,
特别是中部楼层,地震作用下因结构整体弯曲变形

在该部位产生了较大的拉应力,局部产生受拉破坏,
导致受拉损伤最严重的区域为第4层至第6层

底部。
在大震作用下,塔体结构开始发生受压损伤,见

图8,结构发生较大的整体弯曲及剪切变形,结构中

的主压应力达到砌体抗压强度,在第3层至第7层

洞口周边出现显著的受压损伤区。且由图8(b)可
见,除顶部3层外,其余楼层均发生受拉损伤,损伤

严重的区域为各楼层底部及窗洞周边,首层约2/3
层高范围内均产生一定的损伤,但其损伤程度不及

其余楼层显著。
通过对比输入地震波后古塔各楼层地震损伤因

子的变化曲线,进行结构地震损伤累积分析,图9~
10为结构楼层地震损伤因子的变化曲线。

图9 中震作用下结构损伤因子变化

Fig.9 Structuredamagefactorsinmediumearthquake
 

由图9可见,在中震作用下,当t=2.6s时古塔

结构开始出现受压损伤,损伤起始于顶部楼层,随着

地震波持续作用,损伤因子增加不显著;当t=3.5s
时,7层以下结构损伤因子迅速增加,而后保持稳

定,其中6层及7层损伤因子值最大,表明地震作用

下该部位楼层损伤最为严重。

图10 大震作用下结构损伤因子变化

Fig.10 Structuredamagefactorsinlargeearthquake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各楼层受压损伤因子迅速

增大,由图10可见,t=2.4s时结构各楼层均发生

受压损伤,且迅速增长并保持稳定,除3层及5层

外,其余各楼层损伤因子均超过0.8,表明结构受压

损伤明显且范围显著增大。
由各楼层出现损伤的起始时刻(见图11)可以

发现,当峰值加速度为100gal时,塔体受拉损伤开

始于第7、8、9三个楼层;而当峰值加速度为220gal
时,塔体受拉破坏则从第6层开始。

图11 结构楼层损伤起始时刻

Fig.11 Initialtimeofstructuredamageineachfloors
 

综合结构损伤分析结果可见,崇寿寺塔在中震

作用下基本不发生受压损伤,仅在中部局部楼层发

生受拉损伤,结构基本完好;在大震作用下,中部楼

层洞口周围发生局部受压损伤,而受拉损伤破坏的

区域较大,且受拉损伤开始于第6层,而后向其它楼

层转移并逐步累积,底层为受拉损伤最严重部位。

5 结 论

依据崇寿寺塔原位动力特性试验结果,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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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特性一致的原则确定古塔的等效弹性模量,分
别输入中震及大震条件下的地震波,计算了结构的

地震响应,分析了古塔地震损伤的累积规律,主要结

论如下。

1)按古塔结构振动频率计算结果与测试结果

相等的原则确定结构的整体等效弹性模量,可满足

地震作用下结构动力响应一致的要求。

2)中震作用下崇寿寺塔结构不发生受压损伤,
受拉损伤最严重区域位于中部楼层;在大震作用下,
古塔中下部楼层洞口周围产生显著受压损伤区,且
结构楼层均发生显著的受拉损伤。

3)在中震作用下,古塔结构受拉损伤开始于顶

部楼层,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各楼层结构的损伤因子

迅速增加,受拉损伤开始于第6层。

4)地震作用下古塔结构破坏主要由受拉引起

损伤累积,结构底部与中部楼层为损伤破坏显著

区域。

参考文献:
[1]邱洪兴,蒋永生.古塔结构损伤的系统识别Ⅰ:理论

[J].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1(2):81-85.
QIUHongxing,JIANGYongsheng.Systemidentifica-
tionforstructuraldamageofancienttowerI:Theory
[J].JournalofSouthea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Edition),2001,31(2):81-85.

[2]邱洪兴,蒋永生,曹双寅.古塔结构损伤的系统识别

Ⅱ:应用 [J].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1
(2):86-90.
QIUHongxing,JIANGYongsheng,CAOShuangyin.
Systemidentificationforstructuraldamageofancient
tower II: Application [J].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w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2001,31(2):86
-90.

[3]曹双寅,邱洪兴,李一平.古塔结构可靠性诊断的系统

方法及应用 [J].特种结构,1999,16(4):50-52.
CAOShuangyin,QIUHongxing,LIYiping.Therelia-
bleevaluatingsystematic methodforancienttower
structures[J].SpecialStructures,1999,16(4):50
-52.

[4]袁建力,樊华,陈汉斌,等.虎丘塔动力特性的试验研

究 [J].工程力学,2005,22(5):158-164.
YUANJianli,FAN Hua,CHEN Hanbin,etal.Ex-
perimentalstudyofdynamicbehaviorofHuqiuPagoda
[J].EngineeringMechanics,2005,22(5):158-164.

[5]袁建力.砖石古塔基本周期的简化计算方法 [J].地震

工程与工程振动,2015,35(2):151-156.
YUANJianli.Asimplifiedmethodforcalculatingthe
fundamentalperiodofancientmasonrypagodas [J].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Dynamics,

2015,35(2):151-156.
[6]袁建力.砖石古塔震害程度与烈度的对应关系研究

[J].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2013,33(2):163-167.
YUANJianli.Studyoncorrespondingrelationbetween
seismicintensityanddamagedegreeofancientmasonry
pagodas[J].JournalofEarthquakeEngineeringand
EngineeringVibration,2013,33(2):163-167.

[7]李胜才,赵有军,DINAD,等.砖石古塔地震损伤演

化的 数 值 模 拟 [J].扬 州 大 学 学 报,2014,17(4):

60-63.
LIShengcai,ZHAOYoujun,DINAD,etal.Numeri-
calsimulationontheseismicdamageevolutionofma-
sonryancientpagodas[J].JournalofYangzhouUni-
versity,2014,17(4):60-63.

[8]陈平,贠作义,宋泽维.砖石古塔的地震风险评估 [J].
工业建筑,2015,45(4):98-102.
CHENPing,YUNZuoyi,SONGZewei.Earthquake
riskassessmentofancientmasonrytower[J].Industri-
alConstruction,2015,45(4):98-102.

[9]陈平,郭琦,张鹏丽.崇文塔震害分析及安全性评估

[J].工业建筑,2015,45(2):65-69.
CHENPing,GUO Qi,ZHANGPengli.Analysisof
seismicdamageandevaluationonthesafetyofChong-
wenPagoda[J].IndustrialConstruction,2015,45(2):

65-69.
[10]张文芳,田洲,李叶,等.晋祠舍利生生塔砖结构的

地震破坏形态研究 [J].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2011,

33(3):7-12.
ZHANG Wenfang,TIANZhou,LIYe,etal.Re-
searchonearthquakefailureconfigurationoftheShel-
ishengshengPagodabrickstructureinJinciTemple
[J].EarthquakeResistantEngineeringandRetrofit-
ting,2011,33(3):7-12.

[11]杨卫忠,樊濬.砌体受压应力-应变关系 [J].郑州大

学学报(工学版),2007,28(1):47-50.
YANG Weizhong,FANRui.Agenericstress-strain
equationformasonry materialsincompression [J].
JournalofZhengzhou University(Engineering Sci-
ence),2007,28(1):47-50.

[12]王蓓蓓,董军.基于损伤塑性模型的砌体墙体非线性

有限元分析 [J].防灾减灾工程学报,2014,34(2):

216-222.
WANGBeibei,DONGJun.Nonlinearfiniteelement
analysisofmasonrywallusingdamagedplasticitymod-
el[J].Journalof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
Engineering,2014,34(2):216-222.

[13]王利.岩石损伤演化理论与数值模拟 [M].杭州:浙

江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王绪迪)

851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18)第34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