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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桥墩基础抬升可以切断地震动向上部结构传播，基础与地基碰撞还可以耗散地震能量，然而

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数值模拟或理论分析，缺乏大型振动台试验验证。文中设计制作了一座基础固
接和基础可抬升的连续刚构桥模型并进行振动台试验。对 2 种模型的动力特性、加速度响应和位移

响应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基础可抬升桥梁较基础固接桥梁固有频率小；基础抬升将增大桥面
梁位移、减小桥墩弯矩；地震激励的频率特性对桥梁结构地震响应影响显著。
关键词：振动台试验；刚构桥；单墩桥；基底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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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ing table tests of a rigid frame bridge with footing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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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nsient and partial separation of bridge footings from the support would reduce the transmitted seismic
loading from the ground and cause re-contact impacts at the footing-support interface，thus dissipating energy from
structures. However，most of th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numerically or analytically. In the present study，a scaled
down bridge was designed and built. This bridge can simulate two footing conditions，i.e. fixed and footing separa⁃
tion. Shaking tabl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bridge of different footing conditions to examine the dynamic proper⁃
ties，acceleration and displacement respons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partial footing separation was prone to increase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girder while reducing the bending moment in the pier. Also，the footing separations were
more dominated by the frequency than the amplitude of excitations.
Key words：shaking table test；rigid frame bridge；single-column bridge；footing separation

引言
强震作用下，硬质地基上的浅埋基础桥梁结构有可能发生基础抬升。基础发生抬升的桥梁结构的动力
特性和地震响应将发生显著变化。在 1960 年智利大地震中，Housner 等［1］发现基础抬升引起结构摇摆减小
了结构在地震中的损坏，其主要原因是基础短暂抬升切断了地震动向上部结构传递，进而起到与基础隔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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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效果。随后 Housner 开展了摇摆结构的理论研究，将结构简化成放在刚性平面上的刚体，通过理论求

解得到刚体在单个正弦波和方波作用下的最小倾覆加速度。其后，很多学者都开展了摇摆结构相关方面的
研究工作，如 Aslam 等［2］在 Housner 的研究基础上，开展了刚体摇摆的试验研究。Anooshehpoor 等［3］首先发现

刚体摇摆碰撞可能发生在激励结束前也可能在激励结束之后。后来 Zhang 等［4］在 Anooshehpoor 等的研究基
础上进一步发现刚体倾覆时有可能不发生碰撞。Lenci 等［5］，Dimitrakopoulos 等［6］，Voyagaki 等［7］得到了刚体

结构摇摆倾覆反应谱的理论解。Lv 等［8］进一步考虑正弦波激励下斜坡上刚体摇摆，建立了 3 种倾覆模式的

反应谱。为了得到结构倾覆反应的解析解，前述研究大多数都是将结构简化成刚体，振动激励也主要以正
弦波和方波为主。

针对桥梁的基地可抬升结构和可摇摆结构，郑越等［9－10］采用 Winkler 地基梁模型较早考虑了基础提离和

地基土塑性效应对桥墩地震反应的影响，研究表明考虑基础提离和地基土塑性后，双柱式桥墩墩顶位移增

大、剪力减小，对保护桥墩减小震害是有利的。夏修身等［11］又提出一种适用于顺桥向和横桥向高墩基底摇
摆隔震设计方法，研究表明采用基底摇摆隔震的高墩能靠自重平衡地震作用，隔震效果比墩顶隔震更好、更
稳定。Hung 等［12］对比研究了可抬升基底和刚性固接基础地震响应的主要差异，研究表明可抬升基础能减小
墩底弯矩，但桥面梁的水平位移将增大。杜修力等［13］ 梳理了摇摆概念在桥梁工程中的发展历史，并总结了
目前摇摆桥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发展前景。郝朝伟等［14］研究了基底摇摆隔震在高墩大跨连续刚构桥中的力
学原理，研究了隔震装置的理论、力学模型、参数确定以及在有限元中的实现，结果表明基底摇摆隔震的高
墩刚构桥在同一地震作用下桥墩最大转角、弯矩都比未采用隔震时小，隔震效果明显。邱文亮等［15］ 等利用

非线性时程分析方法，分析 2 种不同桥梁结构在地震激励下的非线性地震反应，验证了 T 形刚构比连续梁能
够承受更强的地震。Qin 等［16］开展了小比尺单自由度结构的振动台试验，在墩底设计了一个塑性铰，通过对

比分析发现基础断开形成摇摆结构时塑性铰的发展小于刚性固接基底。Chen 等［17］也开展了可摇摆桥梁结
构在水平和竖向地震同时激振时的动力反应，研究表明当考虑竖向地震动时，摇摆桥梁结构更容易发生抬
升和碰撞，此后进一步研究了基础抬升产生的碰撞力作用［18］。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结构频率和地震动
卓越频率对桥梁结构地震响应影响显著；摇摆结构的理论研究主要针对简单加速度激励下的简化模型；基
底可抬升桥梁结构的理论和数值分析均表明基础抬升可以减小墩底弯矩起到隔震的作用，但相关的研究结
果还缺乏振动台试验分析。

文中设计制作了一座基频为 1.8 Hz 的连续刚构桥并开展振动台试验，通过墩底基础与振动台不同

的连接方式，模拟基底固接和基底抬升 2 种工况。通过 2 条天然地震动和 1 条人工地震动输入进行振动

台试验，研究了 2 种工况模型的动力特性及地震响应，进而分析了基础抬升对桥梁结构地震响应的影响
规律。

1

试验概况

1.1

模型结构设计
为了分析墩底可抬升对刚构桥地

震 响 应 的 影 响 ，采 用 Q690 钢 设 计 并 制
作了一座两跨钢制刚构桥结构模型，设

计试验模型频率为 1.80 Hz，其模型尺寸

和试验模型如图 1 所示，其中桥面刚度

为 1.36 × 105 N/m；桥面质量为 1 020 kg；
墩底质量为 115 kg；桥面与墩底的质量比
为 0.113；结 构 基 频 为 1.8 Hz；阻 尼 率 为

4.4%。由于振动台台面尺寸限制，设计

制作了一个刚性悬臂钢框架支撑桥梁模
型（如图 2），该钢框架由主框和悬臂框组
成，主框与振动台台面刚性连接，悬臂框

刚性连接到主框架上，并在悬臂框两端

Fig. 1

图1

试验模型示意图

Sketch of the test model（uni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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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个平台近似模拟桥台，平台上部安装一排直径 40 mm 的万向铰轴承，以此保证在地震动激励下，桥梁能

在纵桥向发生自由移动。试验时沿纵桥向施加地震动，悬臂钢框架刚度足够大，可近似认为桥墩墩底及桥
台处为一致激励。

通过设置 2 种桥墩基底与振动台的连接方式，模拟基底固接和基底可抬升试验工况。基底固接工况通

过高强螺栓将基底与振动台刚性连接；基底可抬升工况模拟在水平地震作用过程中因基底左右摇摆引起的
局部抬升，同时限制基底与振动台台面的水平滑动，其方法是在基座四角处焊接四根圆柱滑杆，滑杆与外部

滑轨协同工作，滑轨内部安装轴承允许其竖向滑动，基底水平方向运动因滑杆被滑轨约束而被限制，如图 3

（a）所示，其墩底抬升机理如图 3（b）所示。

图2

Fig. 2

1.2

支撑框架模型
Support frame model

Fig. 3

图3

模型基底示意图

Sketch of the pier bottom of the test model

测点布置
本试验主要通过加速度计、位移计和应变片来测量桥梁结构的地震响应。在桥梁两端设置激光位移传

感器和加速度计测量桥梁的纵桥向位移和加速度；在桥墩上下两端粘贴应变片用于测量桥墩应变；在基底
四角布置拉线位移计以及沿基底纵向和竖向布置加速度传感器用于测量基底抬升和碰撞加速度。图 4 为测
点布置图。

Fig. 4

1.3

图4

测点布置图

Layout of measurement points

地震波选择与加载方案
根据结构的周期以及振动台试验的选波要求，共选择 2 条天然波，1 条人工波进行试验。其中 2 条天然

波为 1995 年神户地震时在日本气象厅（JMA）和神户岛港（KPI）2 个地震台站采集的加速度时程，选用南北分

量，其峰值加速度分别为 8.25 m/s2 和 3.41 m/s2，均属于近场地震动。为了防止结构发生破坏，3 条地震动的峰
值加速度均调幅为 1.5 m/s2。3 条地震动的加速度时程及傅里叶变换如图 5 所示。

Fig. 5

图5

地震动时程曲线及傅里叶变换结果

Time histories of earthquake motions and FFT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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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续）

Fig. 5 （Continued）

将试验加载分为 8 个工况进行，试验中仅沿桥梁纵桥向输入地震动，各工况编号及具体加载情况如表 1

所示，试验工况中对模型进行白噪声输入，测定模型动力特性。
表1

试验加载工况表

Table 1

The load events

工况

墩底边界条件

地震动

加速度幅值（g）

工况

墩底边界条件

地震动

加速度幅值（g）

1

刚性连接

白噪声扫频

5

基底可抬升

白噪声扫频

基底可抬升

JMA

0.05

刚性连接

JMA

0.05

2
3
4

刚性连接

KPI

刚性连接

人工

2

地震响应及分析

2.1

桥梁结构动力特性

0.15
0.15
0.15

6
7
8

基底可抬升

KPI

基底可抬升

人工

0.15
0.15
0.15

采用白噪声扫频获得桥面梁水平方向加速度时程响
应，通过对加速度响应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固定基
底和可抬升基底桥梁结构基频如图 6 所示。由图可知，固

定基底的结构基频为 1.831 Hz，可抬升基底的结构基频为
1.648 Hz。墩底脱开降低了桥梁结构刚度，进而结构基频
也有所降低。
2.2

基底抬升动力响应
采用可抬升基底时，地震作用下基底将与刚性地面脱

图6

Fig. 6

桥梁加速度的傅里叶变换
The FFT of girder acceleration

开，在重力作用下桥墩将复位并与刚性台面发生碰撞耗散部分能量。以 JMA 地震动为例，桥墩基底竖向加

速度响应如图 7（a）所示，对应的基底抬升位移如图 7（b）所示。基底最大抬升位移为 1.6 mm，发生在 2.58 s
时刻。当基底在重力作用下复位时与振动台台面接触产生撞击，撞击均发生在基底抬升之后，整体表现出

基底抬升与碰撞相一致的现象。为了研究地震动特性对基底抬升和碰撞的影响，对 JMA 地震动进行短时傅

里叶变换（STFT），如图 7（c）所示，图中各时刻和频率的傅里叶幅值以彩色条带的颜色表示。由图可以看出，
JMA 地震动的能量主要集中在 3～10 s 之间，对应的频率为 1～3 Hz，这与图 5（a）傅里叶变换结果相吻合。
由 STFT 结果可以看出，地震动的第 1 个能量峰值点大约在 2.5 s 时出现，对应的地震动卓越频率约为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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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Hz，可抬升基底结构的基频刚好位于该频率范围之内，此时桥梁结构基底发生较明显抬升，最大抬升位
移发生在 2.58 s。

地震动的第 2 个能量峰值在 5.32 s 时刻，此时地震动的卓越频率约为 2.845 Hz，由图 7（b）可知，此时桥梁

结构基底抬升并不明显。地震动的第 3 个能量峰值在 6.26 s 时刻，此时地震动的卓越频率约为 1.633 Hz，对

比图 7（b）可知，虽然此时地震动的能量并不是很大，但结构基底抬升很明显。由此可知，当地震动的卓越频

率与被激振结构自振频率相近时，激励的频率比加速度幅值对结构的地震响应影响更大。超过前述 3 个能
量峰值后，桥梁墩底在后续较小的地震动幅值作用下发生自由摇摆振动。

图7
Fig. 7

2.3

JMA 地震动作用下的基底抬升动力响应
Footing uplift responses under JMA motion

桥墩位移及弯矩
模型结构桥墩采用的是 Q690 钢材，在所有地震工况下桥墩均处于弹性工作状态。因此，可以采用所测

得的应变计算得到桥墩墩底贴片处钢材的应力，进而得到结构弯矩。弯矩计算方法如下：
M（t）= Wσ（t）
i
σ（t）
= Eε（t）
i
i

（1）
（2）

式中：E 为 Q690 钢材的弹性模量；ε（t）
和 σ（t）
分别是第 i 个应变片在 t 时刻采集得到的应变和计算得到的应
i
i
力；W 为桥墩抗弯截面系数。

在 JMA 地震动作用下，不同基础形式的桥面梁沿纵桥向位移和桥墩墩底弯矩如图 8 所示。从图 8 可以

看出，桥梁结构地震响应可以分为 2 个阶段。第 1 阶段为 0～7 s 左右，此时地震激励加速度幅值较大、能量较
高，桥梁结构处于受迫振动（见图 7（c））。对比固定基底和可抬升基底桥梁结构的地震响应可以看出，基底

抬升使桥面梁的最大水平位移从基底固定时的 27.2 mm 增大到 31.9 mm，增大幅度为 17.05%；相反，基底抬

升使墩底弯矩从基底固定时的 1 790.42 N·m 降低到 1 684.91 N·m，降低幅度为 5.89%。这一结论与文献［8］
研究成果相吻合。从 7 s 以后，桥梁结构地震响应进入第 2 阶段，此时地震激励加速度幅值和能量均较弱，桥

梁结构主要处于自由振动阶段。基底抬升显著增大了桥面梁位移和墩底弯矩，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1）桥墩
刚度较小并且由高强钢制作，当基底发生抬升时桥墩本身也会发生较大的弯曲变形，弯曲变形存储的弹性

势能很难在后续振动过程中耗散；
（2）基底抬升高度较小，最大抬升高度仅 1.6 mm，因此基底与振动台台面
碰撞释放的能量非常有限，此时固定基底桥梁将优于可抬升基底桥梁。

不同地震动作用下桥梁结构最大位移和弯矩如表 2 所示。在所考虑的 3 条地震动中，与基地固定的桥梁

结构相比，基地可抬升桥梁结构主梁的位移都有所增加、墩底弯矩均有所减小。在 KPI 地震动作用下，主梁的

最大位移由 52.5 mm 增加到 57.0 mm，增大幅度为 8.54%，墩底最大弯矩从 2 758.78 N·m 降低到 2 565.67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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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幅度为 7.0%；在人工波作用下，主梁位移由 27.6 mm 增加到 32.3 mm，增大幅度为 16.93%，墩底最大弯矩
由 1 972.03 N·m 减小到 1 923.36 N·m，减小幅度为 2.47%。对比分析 3 条地震动可以看出，虽然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相等，但 KPI 地震动作用下桥梁结构水平位移显著大于其他 2 条地震动，分析其原因主要是 KPI 地震
动的能量主要集中在 0.5～2 Hz，桥梁结构基频刚好处于这一频率范围之内。

图8
Fig. 8

Time histoy responses of the bridge under earthquake motions
表2

Table 2
地震动

桥梁的最大位移与最大弯矩

Maximum displacement and bending moment of bridge

主梁位移（mm）

桥墩弯矩（N·m）

固定

抬升

增大幅度（％）

固定

抬升

减小幅度（％）

JMA

27.2

31.9

17.05

1 790.42

1 684.91

5.89

人工

27.6

32.3

16.93

1 972.03

1 923.36

2.47

平均

－

KPI

3

桥梁地震响应时程曲线

52.5

57.0
－

8.54

14.17

2 758.78
－

2 565.67
－

7.0

5.12

结论
文中开展了基础固接和基础可抬升刚构桥模型的振动台试验，通过对比分析 2 种基础连接方式下桥梁

结构基本动力特性、桥墩位移和桥墩弯矩，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基底可抬升的桥梁结构纵向刚度比基底固定的桥梁结构低，结构自振周期长。
（2）与基底固定的桥梁结构相比，基底抬升将增大桥面梁相对位移、减小桥墩弯矩，并且桥面梁位移增
大幅度均大于墩底弯矩的减小程度。

（3）从 JMA 地震动激励下桥梁结构地震响应可以看出，桥梁结构在加速度值相对较小的第 3 能量峰值时

的响应远大于加速度值较大的第 2 能量峰值时的响应，即当地震动的卓越频率与被激振结构自振频率相近
时，地震动的频率比加速度对结构地震响应的影响更大。

（4）加速度峰值和能量较小时结构主要处于自由振动阶段，基底可抬升的桥梁结构桥面梁位移和墩底弯
矩均大于固定基底桥梁结构，
其主要原因是本试验的桥梁结构基底抬升很小，
由此产生的碰撞耗能也较小。
综上所述，基础可抬升的桥梁结构动力响应特性与传统桥梁结构有较大差异，文中的试验研究成果可
为建立基础可抬升桥梁结构力学模型和抗震设计方法提供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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