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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层、双凹陷地形和入射角对 SV波的影响
方 浩

苏州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11
摘 要: 基于有覆盖层双凹陷模型，本文利用有限元法，通过对比不同模型下观测点的放大系数，探究了覆盖层厚度，

双凹陷间距以及入射角对 SV波的影响。结果表明：（1）覆盖层的存在对地震动有很强的放大作用；（2）入射波入

射角度越大，两凹陷之间地表点位移放大效果越平缓；（3）凹陷间距的变化仅对两凹陷之间的地表点的放大系数有

影响，凹陷间距越小，两凹陷之间的地表点的放大系数越大，节点的位移幅值越大；（4）当入射波从模型左下方斜

入射时，凹陷间距越大，凹陷之间地表的左侧角点的水平放大系数越小，右侧角点的水平放大系数越大，但是对竖

向放大系数的大小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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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ver, Two Canyons and Incidence Angle on SVWave
FANG Hao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1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uble-depression model with layers, the influence of the thickness of layers,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depressions and the incident angle on the seismic response is studied by comparing the magnification coefficients of
observation points under different models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xistence of the
cover layer has an amplification effect on the movement of all points on the site; (2) The larger the incident angle of the pulse
wave is, the smoother the displacement effects of the surface point displacement are; (3) The variation of the groove spacing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magnification factor of the ground point between the two depressions. The smaller the gap
spacing is, the larger the magnification factor of the ground point between the two depressions is; (4) When the SV wave is
obliquely incident from the lower left of the model, the larger the concave spacing is, the smaller the horizontal magnification
factor of the left corner of the surface between the depressions is, and the larger the horizontal magnification factor of the
right corner is, but the spacing of the depressions Size has no effect on the vertical magnification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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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凹陷地形和凸起地形一直是地震工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对凹陷地形的研究中，

尤以沉积谷地和凹陷地形为主。由两个凹陷地形相连接的地形在自然界中也广泛存在，比如在山脉

的两侧均是河流的地形上修建设施，可将该地形简化为两个方形凹陷地形相连接的地形，因此研究

该类地形在实际工程中是具有意义和未来前景的。

凹陷地形下地震动的研究包括半椭圆形凹陷地形[1]，圆弧形凹陷地形[2-4]以及凸起地形和凹陷地

形相连的地形[5-7]等等。丁海平[8]等采用有限元数值模拟的方法，依次探讨了 SV波以 0o~30o入射时，

单个凹陷地形在有无覆盖层时地表点的动力响应；巴振宁[9]等采用间接边界元的方法，分析了 SV 波

入射时无覆盖层沉积谷地的个数以及谷地间距对地表点位移幅值以及放大系数的影响；许贻燕和韩

峰[10]利用复变函数和多级坐标的方法研究了平面 SH 波对多个半圆形凹陷的散射，分析了两个半圆

形凹陷地形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有关凹陷地形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单一凹陷地形情况，而且多

是关于 SH波波动的问题，对于多个有覆盖层凹陷地形而且是关于 SV波的研究还没有被人所研究，

因此本文在文献[8]，文献[9]和文献[10]的基础之上，探讨分析有覆盖层的双凹陷地形对平面 SV 波

的散射。文章主要采取有限元与多次透射边界相结合的数值模拟法[11,12]，探究覆盖土层厚度，入射

角以及凹陷间距对 SV波入射下双凹陷地形地表上测点的位移的影响，并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结论。

1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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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多个有覆盖层凹陷地形对 SV波的散射问题分析前，首先需要得到 SV波入射时的自由场，

该自由场直接关系到最终计算结果的精度。本文主要依据传递矩阵法和波动传播规律[13]得到弹性水

平成层半空间的自由场位移，以作为分析土体散射问题的输入波场。

在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时，将计算区域内的所有节点分为内节点和人工边界节点。位于人工边界

上的节点 u0称为人工边界节点，其余的节点包括自由表面上的节点 u称为内节点。所有内节点的位

移可通过运动方程求得： PKuuCuM   (1)
其中：M为质量矩阵；C为阻尼矩阵；K为刚度矩阵；P为外力矢量，针对本文模型，P为 0。

所有边界节点的计算主要通过多次透射公式求得，即边界节点 u0在 p+1时刻的运动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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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为透射阶数；0为边界点；j为与边界点 0相邻的内节点；式（2）中表示的是节点外行

波场的位移，设外行波场位移为 us，全波场位移为 u，参考波场为 ur，三者满足 us=u-ur (3)
左侧边界区内，参考波场 ur可取为入射波在弹性半空间产生的自由场；右侧边界区内，地震波

垂直入射时，参考波场 ur同左侧边界计算，斜入射时取 ur=0；在底部边界区内，参考波场可取为入

射波场。

2 计算模型

该计算模型主要为在一弹性半空间中有两个方形凹陷面的模型，且两个凹陷面对称分布，具体

如图 1所示。模型大小为 700 m×200 m，凹陷面尺寸均为 100 m×50 m且保持不变。覆盖层位于地表

以及凹陷底部的表面上，覆盖层与土体介质均保证均匀弹性且各向同性。覆盖层厚度用 h表示，两

凹陷净间距用 S表示。土体和覆盖层的介质密度ρ1和ρ2分别为 2000 kg/m3和 1700 kg/m3，剪切波速

cs1和 cs2分别为 1000 m/s和 400 m/s，压缩波速 cp1和 cp2分别为 1732 m/s和 833 m/s，泊松比均为 0.25。
假定地震波从模型左下方入射，入射角为θ，选取的输入波为脉冲波，脉冲宽度为 0.5 s，输入脉冲的

时程曲线如图 2所示。

图 1 双凹陷地形计算模型 图 2 入射波时程曲线
Fig.1 Calculating model of the terrain with two depressions Fig.2 Time history curve of incident wave

为保证数值模拟计算稳定，采用正方形单元将计算区离散，有限单元尺寸为 5 m×5 m，选取计

算时间步距为 0.002 s。在凹陷左右两侧地表和凹陷底部上每隔 5 m设置一个观测点（除去两凹陷底

部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共 141个点，从左到右编号 1~141号以观测地表运动情况。

3 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水平地震动放大系数|u/Amax|和竖向地震动放大系数|w/Amax|来描述地形对地震动的放大

效应，其中 u，w分别为观测点地表地震动水平位移峰值和竖向位移峰值，Amax为输入地震动峰值，

对于本文研究模型，Amax=1。

3.1 覆盖土层厚度的影响

基于图 1中的双凹陷计算模型，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保持两凹陷面的净间距 S=200 m不变，

分别取覆盖土层厚度 h=0 m（无覆盖层），h=10 m 以及 h=20 m，通过对比 SV 波以θ=0o，15o以及

30o入射时双凹陷左右两侧地表和凹陷底部共 141个测点的放大系数，分析覆盖土层厚度和入射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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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凹陷地形地震响应的影响。具体结果如图 3所示。

图 3 覆盖土层厚度不同时地表各测点的震动放大系数（θ=0o，15o，30o）
Fig.3 Shaking amplification factors at each measuring point when the thickness of the soil layer was different
对比图 3中 1~141号测点的水平和竖向放大系数大小，发现无论入射角如何变化，有覆盖土层

的测点的位移放大系数总是大于没有覆盖土层的测点的位移放大系数，而且覆盖土层的厚度越大，

同一测点的位移放大系数会相应地增大，这表明覆盖土层对局部地形的地震动有明显的放大作用。

而且，垂直入射时，位于两凹陷之间地表的中间点由于是处于模型的对称位置，并且 SV 波垂直入

射相对于竖向坐标轴是反对称振动，因此该位置的竖向地震动放大系数始终为 0，并且不随覆盖土

层厚度的改变而改变。此外，地震动位移放大系数还会受到入射角度，观测点位置以及位移分量的

影响，规律复杂。当入射角发生变化时，两凹陷底部区域的放大系数变化不大，但是对凹陷两侧上

部地表的放大系数影响很大。

3.2 凹陷净间距的影响

基于图 1中的双凹陷计算模型，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保持覆盖土层厚度 h为 10 m，分别取两

凹陷面净间距 S=100 m，S=200 m以及 S=300 m，通过对比 SV波以θ=0o，15o以及 30o入射时双凹陷

左右两侧地表和凹陷底部共 141个测点的放大系数，分析凹陷净间距和入射角对双凹陷地形地震响

应的影响。具体结果如图 4所示。

图 4 凹陷净间距不同时地表各测点的震动放大系数（θ=0o，15o，30o）
Fig.4 Shaking amplification factors at each measuring point when the net spacing of the depression was different
从图 4的结果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凹陷间距的变化对两凹陷之间的地表点的放大系数有很大

的影响，但对凹陷底部和凹陷外侧上部地表点的放大系数的影响不大。这是由于两凹陷地形的净间

距越小，波在此范围中的反射就越频繁，进而加大了地表点的放大效果。当 SV 波斜入射时，两凹

陷之间的净间距越大，两凹陷之间地表的左侧角点的水平放大系数越小，右侧角点的水平放大系数

越大，但是对竖向放大系数没有影响。

4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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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有覆盖层双凹陷地形为分析对象，采用有限元与多次透射公式相结合的数值模拟法，采

用脉冲波作为输入 SV波，通过对比双凹陷左右两侧地表和凹陷底部共 141个测点的放大系数，分

析覆盖土层厚度，两凹陷净间距以及入射角对双凹陷地形地震响应的影响。在探究覆盖土层厚度的

影响时，发现有覆盖土层时测点的放大系数总是大于无覆盖土层时测点的放大系数。丁海平等[8]将

脉冲波作为 SV 波输入波，探究单一凹陷地形下有无覆盖土层时对地震动响应的影响发现：覆盖土

层的存在对地表运动有很大的倍增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探究双凹陷净间距对地震动响应的影响时，发现随着凹陷净间距的改变，不同间距时相对应

的测点的水平放大系数和竖向放大系数均有改变，但总体是沿着凹陷放大的方向。巴振宁等[9]在探

究无覆盖层沉积谷地个数和沉积间距对地震动响应的影响发现：沉积间距能改变沉积间的动力相互

作用，所以不同间距下对应的测点位移幅值和放大谱均明显不同。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主要是基于丁海平和巴振宁的研究上开展的，该研究明确了覆盖土层的厚度，入射角度以

及两凹陷净间距的影响，为实际工程中双凹陷地形的地震动响应提供了有力的参考，而且本文的方

法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凹陷的深度和宽度以及凹陷地形的数量等因素，对此将另文讨论。

5 结 论

文章采用将有限元与多次透射边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有覆盖层的双凹陷地形对平面 SV 波的

散射问题，分析了入射角，覆盖土层厚度以及凹陷净间距对地表点放大系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覆盖层的存在对场地上所有点的运动有放大作用，覆盖土层的厚度越大，地表各点的水平

位移幅值和竖向位移幅值均越大；

（2）脉冲波入射角度越大，两凹陷之间地表的位移放大系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越小，地表点

位移放大效果越平缓；

（3）凹陷间距的变化对两凹陷之间的地表点的放大系数有很大的影响，但对凹陷底部面点和凹

陷两侧地表点的放大系数的影响不大。凹陷间距越小，两凹陷之间的地表点的放大系数越大，节点

的位移幅值越大；

（4）当地震波从左侧斜入射时，凹陷间距越大，凹陷之间地表的左侧角点的水平放大系数越小，

右侧角点的水平放大系数越大，但是凹陷间距的大小对竖向放大系数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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