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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增量动力分析的大型地下洞室群性能化地震
动力稳定性评估
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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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将增量动力分析引入大型地下洞室群地震动力稳定性评价领域，形成大型地下洞室群
的性能化地震动力稳定性评价方法。首先讨论基于 PEER-NGA 数据库的强震记录选取方法，根据具体工程的地震
地质特性针对性地搜索合适的强震记录，为开展增量动力分析提供最优的输入地震动。然后讨论适用于大型地下
洞室群的结构损伤性能参数、地震强度因子的选取，为增量动力分析提供合适的地震强度指标和抗震性能表征。
继而立足于现有规范，形成了适用于大型地下洞室群性能化地震动力稳定性评估的 2 级地震动水平和 2 级抗震性
能水平。最后采用本文的方法及步骤对大岗山水电工程地下洞室群进行地震动力稳定性评估。结果表明，该方法
较好地考虑了地震动的随机性，给出洞室群的抗震性能，并可进一步对地震动力稳定性进行概率分析，为大型地
下洞室群地震动力灾变失稳提供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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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incremental dynamic analysis(IDA)，a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stability assessment approach specified for large underground cavern group i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his
procedure，the selection of ground motions via PEER-NGA database，which provides the optimal input seismic
ground motion for IDA，is discussed；and the selections of intensity measure and damage measure specified for
large underground cavern group are processed，there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earthquake intensity index and
seismic performance characterization for IDA. The performance objectives are then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ng duty of the cavern as serviceability and safety. Reference earthquake motions are specified
for each objective as operating basis earthquake and safety evaluation earthquake. The underground cavern group
of the Dagangshan hydropower project is taken as a demonstrating c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randomness of
ground motion is well premeditated in this approach；and aseismic performances of cavern group can be given with
this approach. Followed by probabilistic results of seismic vulnerability，this approach can provide criterion on the
seismic stability assessment of large underground caver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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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将 IDA 方法引入地下洞室群地震动力

1

引

言

稳定性评价领域。首先介绍了 IDA 方法的基本原理
及流程；并讨论了基于 PEER 数据库的地震记录选

对于目前我国西南地区众多坐落在高山峡谷地

取方法；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IDA 方法的地

带的高水头、大容量水电站，地下厂房是一种经济

下洞室群稳定性评价准则；最后针对大渡河大岗山

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相比几何形态较为简单的隧

水电站地下洞室群，建立三维数值模型，选取强震

道等地下工程，由于功能性的要求，大型水工地下

记录，采用花岗岩动态损伤本构模型，对地下洞室

洞室群通常空间关系较为复杂，同时由于西南地区

群进行了 IDA，得到了洞室群的抗震性能评价，进

活断层多、规模大、活动强度高，这些大型水利水

一步给出地下洞室群的地震易损性概率曲线，为地

电工程项目大部分处于强地震多发地区和高抗震设

下洞室群的抗震设计及地震风险决策提供参考。

防烈度地区，设计地震动参数水平较高。这就使得
这些大型地下洞室群在地震作用下的稳定性，成为

2

IDA 方法

工程设计中无法回避的关键科学问题。
针对该关键问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工程动力灾变”重大研究计划的支持下，王如宾等[1-4]

2.1 IDA 方法概述
IDA 方法的基本概念最早于 1977 年提出[16]。

依托在建或筹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对大型地下洞室

2002 年，D. Vamvatsikos 等[14-15]对 IDA 方法进行了

群地震动力稳定性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在动

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奠定了 IDA 方法的理论基础。

力人工边界、地震荷载输入方式、岩石动力本构、洞
室岩体响应特征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
长久以来，人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往往对洞室群
的地震响应重视较多，对地震作用下洞室群灾变失
稳的评价准则涉及较少，而如何确定大型地下洞室
群在地震作用下的灾变失稳极限状态点是灾变控制
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基 于 性 能 的 地 震 工 程 (performance-based
earthquake engineering，PBEE)，或性能化抗震设计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PBSD)，是近年
来工程抗震学科最受关注的新一代抗震设计理论，
被认为是未来抗震设计的主要指导思想[5-7]。国内外
一些土木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8-11]中已部分采用了
PBEE 理论。美国在 SEAOC/Vision2000，ATC–40，
FEMA – 273 的 基 础 上 新 发 布 的 FEMA – 445 ，
FEMA–P695[7

， 12]

近年来，IDA 方法逐渐成为 PBEE 中的一种流行方
法[17]。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小湾拱坝与溪洛
渡拱坝的抗震性能分析中部分试验了 IDA 方法[18]，
取得了大坝安全度的初步评价。
IDA 方法是一种基于非线性动力时程分析的参
数化分析方法，其主要目的是全面、深入地分析在
不断增强的地震动作用下工程体性能的变化情况。
用不同的地震强度因子(intensity measure，IM)将地
震动参数(加速度峰值 PGA，速度峰值 PGV 等)加以
调整，使之成为一组不同强度的地震动，在这组不
同强度的地震作用下，分别对工程体进行非线性动
力时程分析。在此基础上绘制表示工程体灾变程度
的性能参数(damage measure，DM)与相应的地震强
度因子的曲线，即 IDA 曲线，在曲线上可以定义工
程体的性能状态，通过对 IDA 曲线的趋势、离散状
态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工程体在地震作用下灾

中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今 PBEE

变失效的全过程。与传统上 PBEE 中较常用的非线

理论的水准。由于水工地下洞室群的复杂性，目前世

性静力推覆分析(Pushover 法)相比，Pushover 法适

界各国的地下洞室群抗震均未采用 PBEE 理论，但

用于质量较为集中和变形位置较为明确的工程体，

对于水工大坝的抗震安全性，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进

如建筑结构等；对于如大坝、地下洞室群一类复杂的

行向 PBEE 过渡的研究工作，如 FEMA-65[13]。PBEE

水工结构，IDA 方法则具有更好的适应性[18]。

理论需要准确估计工程体在不同危险性水平地震

2.2 IDA 方法的分析步骤

动作用下的抗震能力，因此需要对工程体在地震作
用下从稳定到不稳定的全过程进行分析，并需要

以 D. Vamvatsikos 等[14-15]研究中的定义为例，
IDA 方法的基本分析步骤如下：

在分析过程中考虑地震动的随机性。增量动力分析

(1) 建立合适的弹、塑性分析模型；

(incremental dynamic analysis，IDA)方法是针对这样

(2) 选择反映工程体所处场地特征的一系列地

的需求而新近提出的一种 PBEE 分析方法

[14-15]

。

震记录，如图 1(a)所示，图中 Sa (T1，5%)表示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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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5%的结构一阶自振周期对应的加速度谱值；
(3) 选定地震强度因子 IM(如 PGA)和结构损伤
lg[Sa (T1，5%)/g]

性能参数 DM(如洞室群边墙相对收敛率)；
(4) 对于某条地震记录，首先对结构进行弹性
分析，在二维坐标系中标出工程体的 IM-DM 点，
连接原点与该点成一直线，该直线的斜率就被作为
该记录的弹性斜率，记作 Ke；
(5) 再用该条记录对该工程体进行非线性动力
时程分析，每次分析中 IM 逐渐增加，这即为“增
量动力分析法”名称的来历，得到的 DM-IM 曲线

周期 T/s

即为 IDA 曲线，如图 1(b)所示；

(a) 选择一系列地震记录

(6) 对多条地震波重复上述过程，得到多条地

平台线
20%弹性斜率

震波的 DM-IM 曲线，称之为 IDA 曲线簇，如图 1(c)

Sa(T1，5%)/g

所示；
(7) 对 IDA 曲线进行处理，进行回归或拟合，
根据回归得到的 IDA 曲线或统计结果定义结构性能
IDA 曲线
可以使用
接近倒塌

水平的极限状态，一般以 IDA 曲线上各点的斜率与
弹性斜率的比值确定不同的性能点。用性能控制点

弹性斜率

区分不同的性能水平，如图 1(d)所示。

最大层间位移角max
(b) 单记录的 IDA 曲线

3

基于 PEER 数据库的强震记录选取

平台线

地震动特性对不同工程的动力失稳机制和分析

接近倒塌
Sa(T1，5%)/g

结果影响很大，是地下洞室群地震动力稳定性分析
的关键性基础问题。不同地区的地震机制不同，地
可以使用

震动特性也不同。因此在地震动力稳定性分析时，
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地震机制的差别，针对性地选取
合适的输入地震动记录。
PEER-NGA 数据库是美国太平洋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pacific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最大层间位移角 max

PEER)根据 NGA 计划(next generation attenuation of

(c) IDA 曲线簇

ground motions project)完成的一款先进的强震记录
数据库[19]，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12]指定的分析用
Sa(T1，5%)/g

强震记录来源。借助其设计地震动(design ground
接近倒塌

84%平台线
16% IDA
84%

可以使用
16%
84%
50%

50%

50%平台线
50% IDA

16%平台线

设定的参数和准则，搜索与目标反应谱最优匹配的
强震动记录。系统提供了灵活的地震波搜索参数，
包括震级、断裂机制、距离、场地情况、有效持时、

84% IDA

近场速度脉冲等。通过设定不同的搜索参数和准

16%

则，可以用来系统地研究地震波特性对结构反应的

最大层间位移角max

影响。

(d) IDA 结果统计分析

在 DGML 系统中，地震波选择与修改的基本

图 1 D. Vamvatsikos[15]建议的 IDA 流程
Fig.1

motion library，DGML)选择系统[20]，可以根据用户

[15]

IDA process proposed by D. Vamvatsikos

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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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定目标反应谱

PGA 与 PGV 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此可以在保

DGML 系 统 中 内 置 了 目 前 主 流 美 国 规 范
(BSSC2003

[21]

2012 年

[22]

，ASCE2006

等)的若干设计反应谱

证 PGA-PGV 对应关系准确的前提下，较好地保证
IDA 曲线簇的收敛性。
结构损伤性能参数 DM 是 IM-DM 坐标系中表

以及自研的 PEER-NGA 反应谱。
上述美国反应谱可能并不适用于我国。故我国

达抗震性能参数的指标。DM 的选取取决于工程体

用户在使用该系统时，可利用其用户自定义反应谱

的用途和工程体自身的特性。PBEE 中的性能多由

功能，输入周期和谱值的列表，构造适用于我国规

位移或变形体现，地下洞室群在使用性能上的主要

范的反应谱。

表现为给洞内发电设备提供稳定的空间，保持其发

(2) 设定搜索地震记录的限制条件

电功能，进一步考虑围岩在地震中的相对挤压变形

在数据库中搜索地震动记录的基本准则是所选

对发电设备安全的威胁，选取洞室群高边墙在地震

取的强震记录反应谱应同目标反应谱尽可能地匹

过程中的最大相对收敛率作为 DM。

配。为达到这一目的，可能需要对已有强震记录进

4.2 抗震性能水平划分及抗震性能目标的确定

行缩放。本系统采用均方差标准量化强震记录与目

在 IDA 曲线上划分性能水平及检验性能目标是

标反应谱的匹配程度，用户将根据这一标准设置搜

否达到，是 IDA 在 PBEE 中应用的必然要求。这里

索限制条件。

将讨论适用于水工地下洞室群的性能水准定义并确
定性能目标。

(3) 搜索并选择强震记录
在 DGML 系统中，用户可根据待分析工程的地

(1) 划分性能水平

震安评报告，按地震震级、断层类型、距离、有效

现行的规范[26-27]对地下洞室群仅规定了一级设

持时等参数搜索强震记录，最后调整记录使其与目

计地震动。按规范[26-27]和标准[28]，一级壅水建筑物

标谱最优匹配。

结构的设计基准期为 100 a，其他永久性建筑物结构
为 50 a。地下厂房洞室群属于其他永久结构，设计

4

基于 IDA 的地下洞室群性能化地震
稳定性评估方法探讨

基准期为 50 a，设计地震动水平为 50 a 超越概率
5%。
而 PBEE 需要定义在多级地震动下的性能水

4.1 地震强度因子与性能参数的选择
地震强度因子 IM 是 IDA 中 IM-DM 二维坐标

平。这里试图对适用于大型地下洞室群的多级地震
动水平进行讨论，以划分其抗震性能水平。

系内表征地震强度的指标。目前在 IDA 中常见的 IM

尽管目前国内最新的规范[8]规定了 50 a 超越

指标主要有 PGA，PGV 和 Sa(T1，5%)[23]。一般认为

63%的多遇地震、50 a 超越 10%的设防烈度地震、

[24]

。对于 PGA，

50 a 超越 2%～3%的罕遇地震的三等级设防水准。

其缺点为峰值主要取决于高频振动成分，计算结果

但一般情况下水工部门的各级设计地震动均较建筑

离散性较大。

部门的大，直接套用建筑结构规范可能并不合适[29]。

Sa(T1，5%)和 PGV 是较优秀的 IM

但 Sa(T1，5%)和 PGV 在地下工程的应用可能存

国际岩土工程抗震规范[10]采用 2 级地震动水

在一定问题。地下工程本质上是位于半无限空间体

平；我国首部地下结构专用抗震规范[30]将地震动水

中的若干空腔，是否如多自由度结构一样具有自振

平划分为设防和罕遇 2 级；总结了汶川大地震中水

周期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故 Sa(T1，5%)指标难

电工程震损经验的暂行规定 [31] 也提出水电工程应

以适用于地下工程的 IDA。而 PGV 的问题在于在我

按设计地震和校核地震 2 级地震动进行抗震研究，

国规范中缺少对应，虽然在日本规范中采用了 PGV

其中校核地震动在设计地震动基础上提高一级参

作为地震动幅值指标，但在我国规范中仍采用

数。在上述讨论的前提下，认为针对水电工程地下

PGA ，我国各类工程的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也以

厂房洞室群的地震设防水准划分也为 2 级为宜。

PGA 形式给出，且现有的 PGA-PGV 换算公式因离

采用国际岩土工程抗震规范[10]的 2 级地震动水

散性较大存在隐患[25]。考虑上述情况，本文仍采用

平体系及其命名规则，取地下洞室群的规范设计地

将 PGA 作为 IM，但按每一条地震动记录自身的

震动水平(50 a 超越概率 5%)作为运行基准地震动

PGV 分别进行调幅。由于每条地震动记录自身的

(operating basis earthquake，OBE)水平，然后提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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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参数，取 100 a 超越概率 2%水平为安全校核地震

2 600 MW。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处在地震活动强烈

动(safety evaluation earthquake，SEE)水平。目前西

的高山峡谷地区，地震基本烈度为 VIII 度，工程区

部地区的大型水电站多为基本烈度 7 度以上的大(1)

域地形地貌复杂，区域地应力水平较高，地质条件复

型工程类别，需进行地震危险性分析，而地震危险

杂，发育有80，81 辉绿岩岩脉以及伴随的 f3cz–7

性分析报告多给出 50 a 超越 63%，50 a 超越 10%，

断层等不利地质结构，地震动力灾变威胁强烈。

50 a 超越 5%，100 a 超越 2%等若干等级概率水平

5.2 计算条件
在考虑大岗山水电站地下厂房区域主要地质条

的地震动水平，故 OBE 和 SEE 水平的峰值量值可
以方便地从地震危险性分析报告内选取。

件特征的基础上，在 FLAC3D 中建立了包括主厂房、

对于抗震性能水平，采用与地震动水平一一对

主变室、尾水调压室三大主要洞室结构和主要地质

应的原则。根据划分的 2 级地震动水平，将地下洞

结构81 岩脉的概化数值模型，如图 2 所示，共划分

室群抗震性能水平划分为同样 2 等级，分别为：功
能保障水平(发电功能不受影响，此时洞群围岩受轻
微或可修复的损伤，serviceability)和安全保证水平

103 321 个节点，609 584 个单元。网格尺寸 l≤ /

10 ，满足暂态波保真需求。动力计算中采用自由场
人工边界反映近场波动效应。

(发电功能可能丧失，但此时洞室不至于整体失稳，
以保证设备及人员安全，safety)。2 等级性能水平的
控制点分别称为功能保障点及安全保证点。
(2) 确定抗震设计的性能目标
根据确定的地震动水准和性能水平可以得到如
下针对大型地下洞室群的抗震性能目标，或可视作
地下洞室群的稳定性评价准则，如表 1 所示。
表 1 大型地下洞室群的抗震性能目标
Table 1 Seismic performance objectives of large underground
cavern group
地震动水平
运行基准地震动(OBE)
安全校核地震动(SEE)

(a) 数值模型与网格图
性能水平
81 岩脉

功能保障(serviceability)
安全保证(safety)

主变室
尾调室

在 IDA 中，工程体的性能水平通过 IDA 曲线的

主厂房

斜率变化来定义，代表了在增量地震动力作用下，
工程体响应历经初始弹性、损伤积累直至整体失稳
的全过程。根据 D. Vamvatsikos 等[14-15]研究中建议，

(b) 地下洞室群模型与81 岩脉关系图

定义斜率为 0.8 倍弹性斜率 K e 时的点为功能水平保
障点，定义弹性斜率为 0.2 倍弹性斜率 K e 时的点为
安全保证点，若 0.2 K e 标准不能正常判定时，参考
规范[30]中对于罕遇地震变形验算的相关规定，选取
1/250 位移转角作为安全保证点判定标准。

5

工程实例

图2
Fig.2

大岗山水电站地下洞室群计算模型

Calculation model of underground cavern in Dagangshan
hydropower station

为正确反映岩体在地震动力作用下的率相关力
学特性，本构模型采用张玉敏[32]研究中的大岗山花
岗岩动态损伤模型，屈服准则采用 Mohr-Coulomb

(M-C)准则。岩体物理力学参数见表 2。地应力系数
5.1 工程概论
大渡河大岗山水电站坝址位于四川省大渡河中
游上段雅安市石棉县挖角乡境内，为大渡河干流规
划的 22 个梯级中的第 14 个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

由反演得到：垂直地下洞室轴线方向 ( 侧压 ) 取为

0.64，地下洞室轴线方向取为 1.68。
5.3 增量动力分析(IDA)
根据四川省地震局工程地震研究院完成的报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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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围岩岩体物理力学参数

Physic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urrounding rock mass

－

PGA/(m·s 2)

Table 2

2012 年

变形模量/

介质

GPa

泊松比

容重/
－

(kN·m 3)

黏聚力/

内摩擦

抗拉强

MPa

角/(°
)

度/MPa

II 类围岩

20.83

0.25

26.5

1.3

51.5

6

III 类围岩

9.40

0.30

26.2

0.9

45.0

4

81 岩脉

0.70

0.37

24.5

0.1

21.8

0
收敛率

中提供的大岗山水电站场地地震地质资料及设计反
#

(a) 2 机组剖面主厂房岩壁吊车梁测线

应谱，按本文节 3 中方法在 DGML 系统中选取了

10 条与本工程地震地质条件及场地反应谱吻合良
PGA/(m·s 2)

好的实测地震动记录，10 条地震波的反应谱如图 3
－

中淡细线所示。作为对选取方法合理性的验证，图 3
中用粗黑线表现了大岗山场地谱和这 10 条地震波
反应谱的平均值，可见吻合程度非常好，说明按本
方法选取的实测地震波较好地反映了大岗山场址的
地震地质特征。另加委托方指定的汶川地震清竹台
实测地震动记录，如图 3 中双粗黑线。

收敛率
#

Sa /g

－

PGA/(m·s 2)

(b) 2 机组剖面主厂房发电机层测线

地震波反应谱值
大岗山场地谱
10 条地震波平均谱值
汶川地震清竹台记录

收敛率
#

(c) 2 机组剖面主变室边墙中部测线

图3

本文方法选取的地震波反应谱与大岗山场地谱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seismic response spectrum selected by the
－

present method and Dagangshan local spectrum

PG/(m·s 2)

周期/s

首先根据每条地震动记录的 PGA-PGV 对应关
系，以 PGV 为依据进行调幅，采用 10 级调幅，分
别为 0.1，0.3，0.5，0.6，0.7，0.8，0.9，1.0，1.1，

1.2 m/s。调幅上限考虑了极罕遇的超特大震[34]。
收敛率

经过共计 110 个方案，上千机时的冗长计算，
#

(d) 2 机组剖面尾调室边墙中部测线

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 4 中可见，对于每条由 IM-

DM 构成的 IDA 曲线，都是工程体抗震性能在特定
地震动(图 3 中 10 条地震波和 1 条汶川地震清竹台

图4
Fig.4

洞室群各关键部位的 IDA 曲线簇

IDA multi-record corresponding to various seismic
performances of cavern group

记录)下的一次确定性反映。IDA 方法之所以需要
采用尽可能多的地震波进行分析，其意义在于采用

同的概率处理方式，分为分位分析和地震易损性分

概率分析方法消除地震动的随机性。此处根据不

析 2 种方法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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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在某一 IM 值下，参数估计
得到不同 DM 值的均值和对数值的标准差，继而得
到 50%分位曲线，和正负一倍标准差的 16%，84%

－

分位分析中，假定 IDA 曲线上的每个 IM-DM

PGA/(m·s 2)

(1) 分位分析

84%分位线
50%分位线
16%分位线
功能保障
安全保证

分位曲线，如图 5 所示，最后在 16%，50%和 84%
的分位线上分别确定了功能保障和安全保证的性能
收敛率

点，如表 3 所示。
#

(d) 2 机组剖面尾调室边墙中部测线

从表 3 中的 50%均值 IDA 曲线可以得到：洞室
群各关键部位在 PGA 达到 2.7～3.4 m/s2 时，洞室
群各部位的收敛率有限，满足功能保障性能水平；

图5

performances of cavern group

在 PGA 达到 7.3～7.6 m/s2 时，洞室群各部位的相对
变形仍然处于可控范围内，未发生明显突变，满足
安全保证性能水平。

洞室群各关键部位的地震分位 IDA 曲线

Fig.5 Fractile curves of IDA corresponding to various seismic

表 3 不同分位概率下各性能水平对应的 PGA
Table 3 Fractile PGAs corresponding to various seismic

－

PGA/(m·s 2)

84%分位线
50%分位线
16%分位线
功能保障
安全保证

关键部位

主厂房岩壁吊
车梁测线
主厂房发电机
层测线
主变室边墙中
部测线
尾调室边墙中

收敛率

m/s2

performances

部测线

84%分位概率

50%分位概率

16%分位概率

功能

安全

功能

安全

功能

安全

保障

保证

保障

保证

保障

保证

5.73

11.29

3.30

7.35

2.46

5.09

7.47

11.89

3.39

7.38

1.91

5.27

5.64

12.30

3.55

7.56

2.61

5.64

3.94

11.14

2.72

7.26

1.56

5.31

#

(a) 2 机组剖面主厂房岩壁吊车梁测线

－

PGA/(m·s 2)

功能保障
安全保证
84%分位线
50%分位线
16%分位线

考虑到大岗山水电站的 OBE 水平为 3.36 m/s2，
表明在本文计算条件下，大岗山水电站在 OBE 水平
下不满足功能保障性能水平的可能性较大；而 SEE
水平为 5.58 m/s2，表明大岗山水电站在 SEE 水平下
满足安全保证性能水平的可能性较高。

(2) 地震易损性分析
在地震易损性分析中，对每条 IDA 曲线分别进
行拟合，求得每条 IDA 曲线上各性能水平对应的 IM
值，假定功能保障和安全保证 2 级性能水平对应的

收敛率

IM 服从对数正态分布，通过参数估计得到不同性能

(b) 2#机组剖面主厂房发电机层测线

水平 IM 值的均值和对数值的标准差，算得其概率
分布函数，以概率分布函数值为纵轴，以 IM 值为

－

PGA/(m·s 2)

横轴，绘制得到地震易损性曲线，用以表示在不同
强度地震动作用下地下洞室群满足不同性能水平的
84%分位线
50%分位线
16%分位线
功能保障
安全保证

概率，如图 6 所示。
以较不利的图 6(d)中曲线为例，可以看出，对
于尾调室边墙中部测线，在 OBE 水平下，该部位性
能水平保证为功能保障水平的概率约为 15%，性能

收敛率
(c) 2#机组剖面主变室边墙中部测线

水平保证为安全保证水平的概率约为 83%，出现性
能水平不可接受的概率非常小，小于 2%；在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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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室群其他关键部位易损性曲线的趋势大致相同，
不同性能状态的概率/%

100

仅数值上有一定差别，均表现为，在 OBE 水平下，

功能保障
安全保证

80
60
40
20
0
0

3

6

不可接受

满足功能保障性能水平的概率较低，但在 SEE 水平

功能保障水平
安全保证水平
OBE
SEE

下，满足安全保证性能水平的概率较高。

9

12

6

稳定性评价领域，形成了大型地下洞室群的性能化

(a) 2#机组剖面主厂房岩壁吊车梁测线

地震动力稳定性评价方法。该方法可以较好地考虑
地震动的随机性，全面评估洞室群的抗震性能，并

100
不同性能状态的概率/%

功能保障
80

安全保证

可进一步进行地震动力稳定性的概率分析，为大型

不可接受

60

功能保障水平
安全保证水平
OBE
SEE

40
20

地下洞室群地震动力灾变失稳提供准则。

(2) 讨论了基于 PEER-NGA 数据库的强震记录
选取方法，可以考虑具体工程的地震地质特性，针
对性地搜索合适的强震记录，为地震动力分析提供

0
0

3

6

9

12

15

最优的输入地震动。

－2

(3) 探讨了适用于大型地下洞室群的地震强度

PGA/(m·s )
#

(b) 2 机组剖面主厂房发电机层测线

因子 IM 与性能参数 DM 的选取原则和依据，为开
展 IDA 提供合适的地震强度表征指标和结构损伤性

100
不同性能状态的概率/%

功能保障
安全保证

80
60

能参数。

不可接受
功能保障水平
安全保证水平
OBE
SEE

40
20

(4) 基于现有规范，划分了适用于大型地下洞
室群性能化地震动力稳定性评估的运行基准地震动
和安全校核地震动两级地震动水平，确定了对应的
功能保障和安全保证两级抗震性能水平。

0
0

3

6

9

12

于 IDA 方法的基本流程，进行了大型地下洞室群性

(c) 2#机组剖面主变室边墙中部测线

能化地震动力稳定性评价。分位分析和地震易损性
分析结果均表明，大岗山水电站地下洞室群在 OBE

100
不同性能状态的概率/%

功能保障
80

(5) 依托大岗山水电工程，按照本文建立的基

15

－

PGA/(m·s 2)

安全保证

水平下，功能保障的性能要求可能较难达到，对地

不可接受

60

功能保障水平
安全保证水平
OBE
SEE

40
20

下发电厂房在小震下保持正常运行的威胁较大，需
考虑抗震支护措施；而在 SEE 水平下安全保证的性
能要求可以较好的达到，洞室群在强震下发生整体
灾变的可能性较小。

0
0

3

6

9

12

图6

(6) IDA 目前在建筑结构抗震分析中应用较为

15

－

PGA/(m·s 2)

Fig.6

论

(1) 本文将 IDA 引入大型地下洞室群地震动力

15

－

PGA/(m·s 2)

结

普遍，但在地下工程中的应用目前仍属起步阶段，

(d) 2#机组剖面尾调室边墙中部测线

尚需更多研究。同时，IDA 的计算规模极为庞大，

洞室群各关键部位的地震易损性曲线

阻碍了 IDA 方法的普及，如何建立简化分析方法，

Seismic fragility curves corresponding to various

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seismic performances of caver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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