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

城市大型地下结构抗震设计理论与方法及工程应用

推荐单位

教育部

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符合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与建设，其规模和速度居世界首位，
结构型式多样、复杂，呈大型化趋势。然而，我国强地震发生频繁，历史震害损失惨
重，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地下工程建设，不可避免地面临严重的地震灾害威胁。由于各
种原因，在抗震设计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积累等方面，地下结构
相对于地面建筑结构而言均严重滞后，远远落后于工程建设需求，亟需建立完善、系
统的设计法规体系指导地下工程抗震设计实践。
项目组在国家 973 计划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资助下，采用理论分
析、数值模拟、模型试验和震害对比等方法，经过 10 余年的系统研究，在地下结构
地震反应的影响因素及规律、损伤破坏模拟模型与方法、破坏机理与失效模式、简化
分析方法及抗震减震设计理论和方法与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造性成果，获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6 项，软件著作权登记 7 项，出版专著 3 部、编著 2 部，规范宣贯教材 1
部，发表期刊论文 230 篇（其中 SCI/EI 收录论文 146 篇，被 CNKI 引用 4000 余次），
主编国家和行业以及地方相关规范、规程 4 部，研究成果已在北京、长春、太原、苏
州、南京等城市地铁工程中获得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推进我国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该项成果的数值模拟方法也在国防、
水电、核电等重大工程结构抗震设计分析中获得了应用，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依托本项研究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 8 名、博士研究生 26 名、硕士研究生 20 名，
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1 篇、省级优秀博士论文 5 篇，9 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国际学术奖励；
培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青年长江学者 1 人；入选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各 1 支。编著的《结构动力学》研究生
教材已刊印 7 版，获省部级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为国家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做
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实施期间，承办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6 次，推动已持续 30 多年的中日美三边生
命线地震工程学术交流活动发展为“国际生命线与基础设施地震工程学会”，北京工业
大学为理事长单位，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学术影响。
对照国家科技进步奖授奖条件，特推荐申报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我国目前大规模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亟需地下结构抗震设计理论、方法及技术与法
规指导。经过 10 余年系统研究，在地下结构地震反应影响因素及规律、损伤破坏模拟
模型和方法、破坏机理与失效模式、抗震减震设计理论和方法与技术及工程应用等方
面取得了系列创造性成果，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城市地下工程抗震设计理论和方
法及技术、法规，为即将颁布实施的第五代全国地震区划抗震设防全覆盖要求提供了
方法、技术和法规保障。周福霖院士任组长的鉴定专家组认为该项成果“总体达到了国
际领先水平”，主要创新成果包括：
1、完善和发展了时域整体分析方法并开发了计算平台，为分析城市大型地下结构
地震非线性反应和损伤破坏机理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时域整体分析方法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 截断人工边界条件模拟方法和地震输入
模型；(2) 材料非线性和界面接触非线性行为模拟；(3) 大型复杂问题高效分析方法。
针对这些问题开展了 20 余年研究工作，取得了系列原创性成果，并在大型商用软件上
实现了其计算功能，自主研发了地下结构地震反应和损伤破坏数值模拟软件。
2、揭示了浅埋地下结构地震破坏机理与失效模式，建立了地下结构抗震性能评价
方法，提出了地下结构减震控制技术和措施。
首次从围岩土体对地下结构两种作用、组成结构构件不同的受力功能以及关键构
件的力学性能与体系受力分配改变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大开地铁车站的地震破坏机理
和失效模式，并提出了抗震关键支撑柱概念。建立了地下结构抗震性能和极限抗震能
力评价方法。提出了地下结构减震设计技术，核心是弱化内柱水平抗剪切功能，增强
内柱抗侧力变形能力。
3、研发了系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下结构-场地土体系地震反应和破坏模拟模型试
验技术，开展了国际上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地下结构普通和离心振动台地震反应和破
坏模拟试验，获得了地下结构地震反应和破坏的系列规律性认识。
研发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悬挂式层状多向剪切箱和可控连续体多振动台模型箱等试
验装置，以及新型传感技术及数据采集、处理平台。开展了系列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
揭示了中柱是地下结构抗震的薄弱环节和埋深对地震反应和破坏的影响规律。
4、为解决复杂断面地下结构抗震设计问题，发展了反应位移法和反应加速度方法，
提出了 Pushover 分析法和惯性力-反应位移法。
现有地下结构抗震设计实用分析方法不适用复杂型式断面地下结构的抗震设计分
析。为此，本项目提出了地下结构抗震分析的整体反应位移法、改进的反应加速度法
和 Pushover 分析法解决这一问题。针对浅埋地下结构的围岩作用特征提出考虑上覆土
体竖向惯性效应的反应位移法，论证了其合理性。
主编国家和行业以及地方规范、规程 4 部；获授权发明专利 6 项，软件著作权 7
项；完成技术总结报告 1 本，出版著作 6 部，发表期刊论文 230 篇，其中 SCI/EI 收录
论文 146 篇，被 CNKI 引用 4000 余次。成果在北京、沈阳、长春、石家庄、太原、苏
州和南京等城市地铁工程抗震设计中获得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客观评价：
本项研究针对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建设中的城市大型地下结构抗震减震关
键技术难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和国家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计划以及一
些省部级和企业课题资助下，系统地开展了理论分析、数值和物理模型模拟、简化分
析方法与结合实际工程应用的研究。周福霖院士为专家组长，谢礼立、施仲衡和王复
明等院士为专家组成员的项目鉴定专家组评价“ 该项目研究成果丰富、系统、创新性
突出，总体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主要取得了四项创造性成果：
（1）完善和发展了时域整体分析方法并开发了计算平台，为分析城市大型地下结
构地震非线性反应和损伤破坏机理提供了方法和手段；（2）揭示了浅埋地下结构地震
破坏机理与失效模式，建立了地下结构抗震性能评价方法，提出了地下结构减震控制
技术和措施；（3）研发了系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下结构-场地土体系地震反应和破坏
模拟模型试验技术，开展了国际上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地下结构普通和离心振动台地
震反应和破坏模拟试验，获得了地下结构地震反应和破坏的系列规律性认识；（4）为
解决大型复杂断面地下结构抗震设计问题，发展了反应位移法和反应加速度方法，提
出了 Pushover 分析法和惯性力-反应位移法。
针对上述创新成果，教育部查新报告给出了如下结论：“建立可考虑峰值强度后应
变软化特性的土、混凝土三维弹塑性本构模型，并基于非线性土-结构动力相互作用分
析的时域整体分析模型，建立地下结构地震破坏模拟数值分析方法，揭示浅埋地下结
构地震破坏机理与失效模式，提出地下结构抗震最不利埋深；利用大型振动台，开展
地下结构地震反应试验，在可液化场地条件下实现了结构的地震破坏，进而通过模型
试验进一步揭示地下结构的抗震性能与地震破坏机理” ，除该查新项目课题组所发表
的文献外，未见有其他相同文献报道。“ 基于浅埋地下结构地震破坏机理与失效模式
分析成果，提出地下结构抗震性能评价指标为抗震关键支撑构件的水平变形与其考虑
了动轴力效应影响的极限变形值之比，并据此提出地下结构抗震性能分级标准和极限
抗震能力分析方法；为解决任意形状大断面地下结构抗震设计问题，提出整体式反应
位移法( 将地下结构与围岩土体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抗震分析) ，并提出一种考虑上覆土
体竖向惯性力影响的惯性力- 位移分析法” 未见有相同文献报道。
以欧进萍院士为组长的国家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计划（973）项目课题（城市地下基
础设施的地震破坏与抗震理论）结题验收专家组认为“该课题研究成果丰富，基础资料
翔实，理论上有创新和突破，体现了国内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地震破坏研究的最高水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大工程的动力灾变”专家组对“城市大型地下结构强
震动力灾变机理及过程模拟研究”重点课题给出了综合评价等级 A（优秀）的结题验收
意见，对重点课题“大型地下结构地震灾变过程模拟与集成研究”、“地下结构地震灾变
机理与破坏模式研究”给出了“圆满完成了研究计划书规定的任务的评价”（所有验收专
家组成员均给出了 A（优秀）的成绩）。

推广应用情况：
编写的国家和行业以及地方相关规范、规程（国家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
设计规范(GB 50909-2014)》（首部），住建部行业规程标准《市政公用设施抗震设防专
项论证技术要点(地下工程篇)》、《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北京市
地方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DB11/995-2013)》）在指导地震区的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成果为城市地下工程的防震减灾提供了分析理论
与方法，已在北京、沈阳、长春、石家庄、太原、苏州和南京等城市的复杂地铁工程
抗震设计分析中获得广泛应用，部分成果还在国防、水电、核电等重大工程结构抗震
设计分析中获得应用，具有重大的科学和使用价值以及宽阔的推广应用前景，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研发的模型试验技术，包括模型试验箱、数据量测与传输、处理技术及软件等，
已获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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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部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5 篇
[4]获得国际性学术奖励博士生 9 名

主要完成人情况：
1.杜修力，排名 1，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工作单位：北京工业大学，完成
单位：北京工业大学，是该项目主要负责人，对创新点 1、2、3、4 均有重要贡献，提
出总体技术思路,对四个创新点均有贡献，对于创新点[1]完善和发展了时域整体分析方
法，主持研发了计算软件平台，实现了地下结构地震破坏过程模拟；创新点[2]揭示了
地下结构地震破坏机理与失效模式，提出地下结构抗震最不利埋深和关键支撑柱概念、
抗震性能和极限抗震能力分析方法；创新点[3]主持研发了悬挂式模型试验装置，开展
了双向振动模型试验研究；创新点[4]建立了地下结构抗震惯性力-反应位移法，提出大
型地下结构减震控制技术和措施；开展了工程应用研究，负责了金安桥站等抗震专项
论证,参编国家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
2.路德春，排名 2，教授，工作单位：北京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与集成项目重点课题，对创新点[1]和[2]有贡献，
对于创新点[1]提出了非线性统一强度模型，建立了考虑应变软化特性土和混凝土材料
弹塑性本构模型、土与混凝土材料界面弹塑性本构模型；基于下加载面模型提出了弹
塑性应力更新算法；对于创新点[2]参与提出了地下结构抗震性能和极限抗震能力评价
方法，结合北京等城市地铁工程开展了应用研究。
3.陈国兴，排名 3，教授，工作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对创新点[3]和[4]有贡献，对于创新点[3]研发了层状剪切模型试验装置与地下结构地震
破坏模型试验技术；研发多通道数据采集与传输技术与软件；开展了可液化场地地下
结构振动台模型试验，揭示了中柱是地下结构抗震的薄弱环节等规律；创新点[4]结合
南京、苏州等城市地铁工程，开展了大型复杂地下结构的抗震应用研究，参编国家规
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
4.刘晶波，排名 4，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对创新点
[1]、[3]和[4]有贡献，对于创新点[1]提出地震动斜入射输入方法；创新点[3]系统地开展
了地下结构地震反应离心机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获得规律性认识；创新点[4]提出了
地下结构抗震实用分析方法，包括整体式反应位移法、反应加速度法与 Pushover 分析
方法；结合北京等城市地铁工程开展了应用研究；参编国家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
抗震设计规范》。
5.许成顺，排名 5，教授，工作单位：北京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重点课题；对创新点[1]、[3]和[4]有
贡献，对于创新点[1]开展了复杂应力条件下岩土材料力学性能试验、和本构模型及参
数影响研究；揭示了侧限条件下土体液化机理，提出判断准则；合作提出液固耦合饱
和两相介质的黏弹性人工边界和双显式积分算法；创新点[3]开展了地下结构土与结构
相互作用模型试验，获得规律性认识；创新点[4]参与提出惯性力-反应位移法。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1.北京工业大学
主持承担了国家 973 计划课题、国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重点课题、重点项
目等，参编国家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与地方规范，对四个创新点
均有贡献，对于创新点[1]完善和发展了时域显式整体分析方法。建立了构建高精度应
力型人工边界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成层场地土介质地震作用的时域斜入射输入方法；
建立了土、混凝土材料考虑应变软化特性的三维弹塑性本构模型，以及土-混凝土界面
接触滑移模拟的弹塑性本构模型；提出了下加载面弹塑性应力更新算法、流固耦合多
孔饱和介质以及多种介质体动力相互作用分析的时域显式积分方法。创新点[2]揭示了
城市大型地下结构地震破坏机理、失效模式，提出抗震性能评价方法与地下结构减震
控制技术。明晰地震作用下围岩土体对地下结构的两种作用效应；提出地下结构抗震
最不利埋深和最不利刚度比概念；系统阐述了大开地铁车站的地震破坏机理和失效模
式。提出了地下结构抗震关键支撑柱概念，结合关键构件提出了抗震性能定量评价指
标，并建立了地下结构抗震性能评价方法；创新点[3]研发模型试验技术，开展地铁车
站与隧道体系双向振动输入等模型试验，获得地震反应的规律性认识；创新点[4]基于
对浅埋地下结构地震破坏机理和失效模式的新认识，提出了考虑上覆土体竖向惯性效
应的反应位移法；结合北京、长春、太原等城市地铁工程开展抗震专项研究；提出地
下结构减震设计技术概念，通过设置具有抗高轴力的摩擦滑动装置、分体柱、摇摆柱，
核心是弱化内柱的水平抗剪切功能，增强变形能力。
2.清华大学
对创新点[1]、[3]和[4]有贡献，对于创新点[1]提出了地震动斜入射输入方法；创新
点[3]系统地开展了地下结构地震反应离心机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获得了地下结构地
震反应的规律性认识，揭示了围岩土体对地下结构的动力作用效应；创新点[4]针对目
前反应位移法只能求解规则断面弹簧系数的不足，发展了整体式反应位移法，该方法
不需求解结构与土界面的弹簧系数，可适用于大型复杂断面形式的地下结构的抗震分
析；为反映围岩土体与结构的非线性变形特性，提出了地下结构抗震分析的 Pushover
方法，解决了深埋复杂地下结构的抗震分析与设计难题；参编国家规范《城市轨道交
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
3.南京工业大学
对创新点[3]和[4]有贡献，对于创新点[3]研发了用于地下结构地震反应的系列模型
试验技术，包括层状剪切模型试验箱，非接触式数据采集与多通道传输技术等，有效
地解决了利用大型振动台难于实现地下结构地震破坏反应试验；开展了地下结构地震
反应(地震破坏)系列振动台模型试验，系统考虑了地震动特性、地震动输入方式、场地
条件、不同结构形式及模型结构材料、不同应力状态等因素，揭示了地下结构的地震
反应规律，并为验证、分析和评价时域整体分析方法提供了基础数据；创新点[4]参编
国家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具有长期合作关系，包括共同承担科研项目、编写国家规
范、发表学术论文、联合申请专利等。
1、共同承担的科研项目包括：
1)国家 973 计划课题：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的地震破坏与抗震理论(2007CB714203)；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型地下结构地震灾变过程模拟与集成研究(重大研究
计划集成项目重点课题，912153014)；城市大型地下结构强震动力灾变机理及过程模拟
研究(重点项目，90715035)、地铁地下结构抗震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面上项目，
50478014)。
2、共同编写国家规范情况：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2014 年 12 月颁布实施
3、共同撰写科技论文
详见代表性论文[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