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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表地形常引起地震动的局部放大，这是由于地震波传播至局部地形时产生了散射现象．本文利用波函数

展开方法和区域匹配技术，提出了含峭壁Ｖ形峡谷对平面ＳＨ波散射问题的解析解，并进行了退化验证．通过频域

内的参数分析，揭示了峭壁深度、入射波频率和角度等因素对峡谷场地地面运动的影响规律，发现上部峭壁会增强

峡谷对地震动的地形放大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为数值方法提供了验证基准，还可为含峭壁峡谷周边建筑物的抗震

设计提供顺河向地震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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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张宁等：含峭壁Ｖ形峡谷对地震ＳＨ波散射的解析解

０　引言

当地震波遇到峡谷、高山等局部地形时会发生

散射，散射波、入射波和反射波的相互作用会引起地

震动的放大或衰减，称为地形效应（周红等，２０１０；田

林等，２０１２）．自从美国圣费尔南多地震记录的异常

放大现象（Ｔｒｉｆｕｎａｃ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７１）得到关注之

后，国内外大量的地震实测记录和现场震害观测进

一步证实了地形效应的存在（王海云和谢礼立，

２０１０；Ｈｏｕ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李平等，２０１６）．

为了揭示地形效应机理，地震学和土木工程领

域学者开展了地表地形对地震地面运动影响规律的

理论研究，包括数值模拟和解析分析两类方法．数值

研究众多，例如有限差分法（Ｂｏｏｒｅ，１９７２）、有限元

法（廖振鹏和刘晶波，１９９２；章小龙等，２０１７）、谱元

法（李孝波等，２０１４；于彦彦等，２０１７；贺春晖等，

２０１７）、边界方法（林皋和关飞，１９９０；曹军等，２００４；

巴振宁等，２０１７；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及混合方法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ｏ，１９８８；金峰等，１９９３；Ｚｈｏｕａｎｄ

Ｃｈｅｎ，２００６）．数值方法可以模拟任意复杂地形情

况，但其计算精度往往需要解析解的校准．解析方法

主要是波函数展开法，Ｔｒｉｆｕｎａｃ（１９７３）提出的半圆

形峡谷对地震ＳＨ波散射的波函数级数解成为早期

经典的解析解，随后涌现出更多针对不同地形的解

析解，如半椭圆形峡谷（ＷｏｎｇａｎｄＴｒｉｆｕｎａｃ，１９７４）、圆

弧形峡谷（ＹｕａｎａｎｄＬｉａｏ，１９９４）、圆弧形饱和土峡

谷（李伟华和赵成刚，２００３）、圆弧形层状峡谷（梁建

文等，２００３）、圆弧形层状沉积谷（张郁山，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去底半圆形峡谷（Ｔｓａｕ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９）、

Ｕ形峡谷（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径向非均质半圆形峡

谷（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９）等．这些解析解为数

值方法提供了验证基准，并且引领了新型数值方法

（Ｄ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的发展．

由于Ｖ形峡谷分布广泛，这类地形对地震波的

散射问题得到了大量的数值（ＳáｎｃｈｅｚＳｅｓｍａ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ｅｔｈ，１９７９；赵崇斌等，１９８８）和解析（Ｔｓａｕｒ

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８；Ｔｓａｕ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ａ，ｂ；Ｇａｏ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研究．在长期的地

质演变中，由于峡谷侧壁的地应力集中，这种峡谷最

终倾向于演变成含峭壁Ｖ形峡谷，典型的例子如亚

利桑那州北部科罗拉多河的Ｇｌｅｎ峡谷（如图１）．然

而，含峭壁 Ｖ形峡谷地形效应研究尚未见报道．实

际上，诸多峡谷具有峭壁，有必要开展含峭壁峡谷地

图１　含峭壁Ｖ形峡谷示例：亚利桑那州北部Ｇｌｅｎ峡谷

Ｆｉｇ．１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Ｖｓｈａｐｅｄｃａｎｙｏｎｗｉｔｈｃｌｉｆｆｓ：

Ｇｌｅｎｃａｎｙ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ｒｉｚｏｎａ

形对地震波的散射特性研究．因此，本文采用波函数

展开法提出了含峭壁 Ｖ形峡谷对平面ＳＨ 波散射

的解析解，重点考察了上部峭壁对其地形效应的

影响．

图２　平面ＳＨ波作用下含峭壁Ｖ形峡谷的二维模型

Ｆｉｇ．２　２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Ｖｓｈａｐｅｄｃａｎｙｏｎｗｉｔｈ

ｃｌｉｆｆ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ａｐｌａｎｅＳＨｗａｖｅｓ

１　模型和理论推导

本文考虑的含峭壁Ｖ形峡谷的二维模型如图２

所示，其所在半无限空间假设为均匀、各向同性和线

弹性介质，剪切模量μ和剪切波速犮ｓ 为常数．峡谷

的半宽为犫（作为标准化因子），峭壁的深度为犺１，峡

谷的最大深度为犺１＋犺２（＜犫）．考虑到无法用单一

坐标系描述这一模型，本文采用先分区建立波场、然

后利用分区界面连续条件实现波场匹配的求解策略，

即区域分解策略：引入虚拟边界犛１，其与上部峭壁共

同组成一个半圆．这个半圆将半空间分为开区域①

和闭区域②．为了构建两个区域的波场，在两个区域

分别设置相应的坐标系．其中，闭区域②中局部坐标

系（狓１，狔１）和（狉１，θ１）原点设在峡谷底部，开区域①

整体坐标系（狓，狔）和（狉，θ）原点设在水平地表峡谷中

点处．峭壁的位置角度可以表示为β＝ａｒｃｃｏｓ（犺１／犫）．

底部侧壁的角度通过计算可以表示为β１ ＝π－

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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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ｔａｎ（犫２－犺槡
２

１
／犺２）．入射波为单位幅值的平面

ＳＨ波，其入射角为α、振动圆频率为ω．

对于稳态反平面问题，可省略时间因子ｅ－ｉω狋，

则模型两个区域的稳态波场狌犼 满足亥姆霍兹方程

（ＰａｏａｎｄＭｏｗ，１９７３）：


２

狉
２

犼

＋
１

狉犼


狉犼
＋
１

狉
２

犼


２

θ
２（ ）
犼

狌犼（狉犼，θ犼）＋犽
２狌犼（狉犼，θ犼）＝０，

（１）

其中犼＝１，２，分别表示区域①和②，犽＝ω／犮ｓ 表示

波数．

除了亥姆霍兹方程，两个区域的波场狌犼 还需要

满足水平地表、峡谷表面和峭壁表面的应力自由条件：

　τ
（１）

θ狕 ＝
μ
狉
狌１（狉，θ）

θ
＝０，θ＝±

π
２
，狉≥犫， （２）

τ
（２）

θ１狕
＝μ
狉１

狌２（狉１，θ１）

θ１
＝０，θ１ ＝±β１，狉１ ≤犫， （３）

τ
（１）

狉狕 ＝μ
狌１（狉，θ）

狉
＝０，狉＝犫，β≤ θ ≤π／２． （４）

另外，根据连续介质假设，由虚拟边界犛１ 分割

而成的两区域的位移和应力均须满足连续性条件：

狌１（狉，θ）＝狌２（狉，θ），狉＝犫，０≤ θ ≤β，（５）

τ
（１）

狉狕
（狉，θ）＝τ

（２）

狉狕
（狉，θ），狉＝犫，０≤ θ ≤β，（６）

公式（５）和（６）可保证两区域之间的位移和应力

匹配．

区域①的波场包含两部分（自由场和散射场）：

狌１ ＝狌
ｆ
＋狌

ｓ， （７）

自由场可以表示为

　　　　狌
ｆ（狉，θ）＝ｅｘｐ［－ｉ犽狉ｃｏｓ（θ＋α）］

＋ｅｘｐ［ｉ犽狉ｃｏｓ（θ－α）］， （８）

利用ＪａｃｏｂｉＡｎｇｅｒ展开公式：

　ｅｘｐ（±ｉ犽狉ｃｏｓθ）＝∑
∞

狀＝０

ε狀（±ｉ）
狀犑狀（犽狉）ｃｏｓ狀θ， （９）

其中ε狀 是纽曼因子（ε０＝１，ε狀＝２，狀≥１），犑狀（·）是狀

阶第一类贝塞函数，公式（８）中的自由场狌ｆ可以展

开成：

狌ｆ（狉，θ）＝∑
!

狀＝０

２ε狀（－１）
狀犑２狀（犽狉）ｃｏｓ２狀αｃｏｓ２狀θ

＋∑
!

狀＝０

４ｉ（－１）
狀犑２狀＋１（犽狉）ｓｉｎ（２狀＋１）αｓｉｎ（２狀＋１）θ，

－
π
２
≤θ≤

π
２
． （１０）

模型物理意义明确，散射波由河谷处产生、向无

穷远处传播，为了得到散射波场的唯一解，其应该满

足无穷远处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辐射条件：

ｌｉｍ
狉→!

狉
１
２
狌

ｓ（狉，θ）

狉
－ｉ犽狌

ｓ（狉，θ［ ］）＝０． （１１）

　　通过分离变量法求解公式（１）并排除不满足辐

射条件（１１）的波场后可以得到：

狌ｓ（狉，θ）＝∑
!

狀＝０

犃狀犎
（１）

２狀
（犽狉）ｃｏｓ２狀θ

＋∑
!

狀＝０

犅狀犎
（１）

２狀＋１
（犽狉）ｓｉｎ（２狀＋１）θ，

－
π
２
≤θ≤

π
２
， （１２）

其中犃狀 和犅狀 为待求系数，犎
（１）

狀
（·）是狀阶第一类

汉克尔函数．

在区域②中，满足峡谷底部应力自由条件（公式

（３））的驻波场狌２ 可以表示为

狌２（狉１，θ１）＝∑
!

狀＝０

犆狀犑２狀ν（犽狉１）ｃｏｓ２狀νθ１

＋∑
!

狀＝０

犇狀犑（２狀＋１）ν（犽狉１）ｓｉｎ（２狀＋１）νθ１，

（１３）

其中犆狀 和犇狀 为待求系数，ν＝π／（２β１）．

为了便于问题的解决，需要用Ｇｒａｆ加法公式将

局部坐标系（狉１，θ１）中的驻波场狌２ 转化到整体坐标

系（狉，θ）中．推导得到相应的变换公式为

　　犑狀ν（犽狉１）
ｃｏｓ狀νθ１

ｓｉｎ狀νθ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１
＝ ∑

!

犿＝－!

犑狀ν＋犿（犽狉）犑犿（犽犺）

　　　　×
ｃｏｓ（狀ν＋犿）θ

ｓｉｎ（狀ν＋犿）｛ ｝θ ， （１４）

其中犺＝犺１＋犺２．

将公式（１４）代入公式（１３），驻波场狌２可以表示为

狌２（狉，θ）＝∑
!

狀＝０

犆狀∑
!

犿＝－!

犑２狀ν＋犿（犽狉）犑犿（犽犺）ｃｏｓ（２狀ν＋犿）θ

＋∑
!

狀＝０

犇狀∑
!

犿＝－!

犑（２狀＋１）ν＋犿（犽狉）犑犿（犽犺）ｓｉｎ［（２狀

＋１）ν＋犿］θ． （１５）

至此，利用前述区域分解策略完成了两区域波

场的构建，且两区域波场分别自动满足水平地表应

力自由条件（公式（２））和峡谷表面应力自由条件（公

式（３））．然而，波场的四组未知系数犃狀、犅狀、犆狀 和

犇狀 仍然待定，需要利用余下的峭壁应力自由条件

（公式（４））和虚拟边界连续条件（公式（５）和（６））完

成求解，即区域匹配技术：

首先，补充区域②在峭壁上的零应力条件，获得区

域②在与区域①的半圆形交界面上的分段应力函数：

τ
（２）

狉狕
（狉，θ）狉＝犫 ＝

μ
狌２（狉，θ）

狉 狉＝犫

，０≤ θ ≤β

　　　０， β≤ θ ≤π／
烅

烄

烆 ２

，

（１６）

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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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将峭壁应力自由条件（公式（４））和虚拟

边界应力连续条件（公式（６））合并为

τ
（１）

狉狕
（狉，θ）＝τ

（２）

狉狕
（狉，θ），狉＝犫，０≤ θ ≤π／２．（１７）

对式（１７）两边同时关于θ在区间［－π／２，π／２］

积分，并利用三角函数在此区间的正交性，整理可得

关系式：

　　犃狇 ＝－２ε狇（－１）
狇 犑′２狇（犽犫）

犎
（１）
′２狇　（犽犫）

ｃｏｓ２狇α＋
ε狇

π犎
（１）
′２狇　（犽犫）
∑

!

狀＝０

犆狀∑
!

犿＝－!

犑′２狀ν＋犿（犽犫）

犑２狀ν（犽犫）
犑犿（犽犺）犐

犆

２狀ν＋犿，２狇

π（ ）２ ， （１８）

　　犅狇 ＝－４ｉ（－１）
狇犑′２狇＋１（犽犫）

犎
（１）
′２狇＋１（犽犫）

ｓｉｎ（２狇＋１）α＋
２

π犎
（１）
′２狇＋１（犽犫）

∑
!

狀＝０

犇狀∑
!

犿＝－!

犑′（２狀＋１）ν＋犿（犽犫）

犑（２狀＋１）ν（犽犫）
犑犿（犽犺）犐

Ｓ
（２狀＋１）ν＋犿，２狇＋１

π（ ）２ ，

（１９）

其中符号′表示相应函数的微分形式，犐
Ｃ

犿，狀
（θ）和犐

Ｓ

犿，狀
（θ）分别为

　　　　犐
Ｃ

犿，狀
（θ）＝∫

θ

－θ
ｃｏｓ犿ξｃｏｓ狀ξｄξ＝

２θ， 犿＝狀＝０

θ＋
ｓｉｎ（２狀）θ
２狀

， 犿＝狀≠０

ｓｉｎ（犿－狀）θ
犿－狀

＋
ｓｉｎ（犿＋狀）θ
犿＋狀

， 犿≠

烅

烄

烆
狀

， （２０）

　　　　犐
Ｓ

犿，狀
（θ）＝∫

θ

－θ
ｓｉｎ犿ξｓｉｎ狀ξｄξ＝

θ－
ｓｉｎ（２狀）θ
２狀

， 犿＝狀

ｓｉｎ（犿－狀）θ
犿－狀

－
ｓｉｎ（犿＋狀）θ
犿＋狀

， 犿≠

烅

烄

烆
狀

． （２１）

然后，利用虚拟边界犛１ 上的位移连续条件（公式（５）），将两区域位移场在区间［－β，β］上积分得：

　∑
!

狀＝０

犃狀犐
Ｃ

２狀，２狇
（β）－∑

!

狀＝０

犆狀∑
!

犿＝－!

犑２狀ν＋犿（犽犫）

犑２狀ν（犽犫）
犑犿（犽犺）犐

Ｃ

２狀ν＋犿，２狇
（β）＝－∑

!

狀＝０

２ε狀 （－１）
狀犑２狀（犽犫）ｃｏｓ２狀α犐

Ｃ

２狀，２狇
（β），（２２）

　　　　

∑
!

狀＝０

犅狀犐
Ｓ

２狀＋１，２狇＋１
（β）－∑

!

狀＝０

犇狀∑
!

犿＝－!

犑（２狀＋１）ν＋犿（犽犫）

犑（２狀＋１）ν（犽犫）
犑犿（犽犺）犐

Ｓ
（２狀＋１）ν＋犿，２狇＋１

（β）

＝－∑
!

狀＝０

４ｉ（－１）
狀犑２狀＋１（犽犫）ｓｉｎ（２狀＋１）α犐

Ｓ

２狀＋１，２狇＋１
（β）．

（２３）

最后，将公式（１８）和（１９）分别代入公式（２２）和（２３），得到下面仅和犆狀、犇狀 有关的两个方程组：

　

∑
!

狀＝０

犆狀∑
!

犿＝－!

［∑
!

狆＝０

ε狆犑′２狀ν＋犿（犽犫）

π犎
（１）
′２狆　（犽犫）

犑犿（犽犺）犐
Ｃ

２狀ν＋犿，２狆犐
Ｃ

２狆，２狇
（β）－犑２狀ν＋犿（犽犫）犑犿（犽犺）犐

Ｃ

２狀ν＋犿，２狇
（β）］

　　 ＝∑
!

狀＝０

２ε狀 （－１）
狀 犑′２狀（犽犫）

犎
（１）
′２狀　（犽犫）

犎
（１）

２狀
（犽犫）ｃｏｓ２狀α犐

犆
２狀，２狇（β）－∑

!

狀＝０

２ε狀（－１）
狀犑２狀（犽犫）ｃｏｓ２狀α犐

Ｃ

２狀，２狇
（β），

（２４）

∑
!

狀＝０

犇狀∑
!

犿＝－!

［∑
!

狆＝０

２犑′（２狀＋１）ν＋犿（犽犫）

π犎
（１）
′２狆＋１（犽犫）

犑犿（犽犺）犐
Ｓ
（２狀＋１）ν＋犿，２狆＋１犐

Ｓ

２狆＋１，２狇＋１
（β）－犑（２狀＋１）ν＋犿（犽犫）犑犿（犽犺）犐

Ｓ
（２狀＋１）ν＋犿，２狇＋１

（β）］
＝∑

!

狀＝０

４ｉ（－１）
狀犑′２狀＋１（犽犫）

犎
（１）
′２狀＋１（犽犫）

犎
（１）

２狀＋１
（犽犫）ｓｉｎ（２狀＋１）α犐

Ｓ

２狀＋１，２狇＋１
（β）－∑

!

狀＝０

４ｉ（－１）
狀犑２狀＋１（犽犫）ｓｉｎ（２狀＋１）α犐

Ｓ

２狀＋１，２狇＋１
（β）．

（２５）

　　将各无穷级数进行截断、保留有限项之后即可

进行未知系数计算（狀、犿 和狆 分别截取犖、犕 和犘

项）．求解公式（２４）和（２５）可得到系数犆狀 和犇狀，随

后通过公式（１８）和（１９）求得犃狀 和犅狀．得到这些未

知系数后，半空间中的波场即已知．

关于犖、犕 和犘 的取值，其中犖 代表级数解的

级数项数量，需要通过级数解收敛测试确定．本文选

取了峡谷表面５个代表性位置进行了收敛测试．

图３给出了参数对应α＝３０°、犺１／犫＝犺２／犫＝１／３和η

＝４的收敛测试结果．从图３中可以看出，随着犖 的

逐渐增大，地表位移逐渐收敛至一个固定值．通过多

频率下的收敛测试，本文采用犖＝２５即可获得精确

的结果．犕 和Ｐ要保证驻波场狌２ 和自由场狌
ｆ的坐

标变换精度，分别利用公式（１４）和（９）的满足情况确

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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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数值为犕＝１５０，犘＝１５０．

２　验证

为了方便起见，首先定义本文位移幅值｜狌｜和

无量纲频率η：

狘狌犼狘＝ ［Ｒｅ（狌犼）］
２
＋［Ｉｍ（狌犼）］槡

２，犼＝１，２， （２６）

　　　　　　η＝
ω犫

π犮ｓ
＝
２犫

λ
＝
犽犫

π
， （２７）

其中Ｒｅ（·）和Ｉｍ（·）分别表示复位移的实部和虚

部，λ表示入射ＳＨ波波长．

　　当犺１／犫＝０时，含峭壁的Ｖ形峡谷可以退化为

Ｖ形峡谷；当犺２／犫＝０时，可退化为去底半圆形峡

谷．Ｔｓａｕｒ和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分别给出了Ｖ形峡

谷和去底半圆形峡谷的解析解，因此可以用来验证

本文结果的准确性．

图４将本文的结果与Ｔｓａｕｒ和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８）进

行了对比，对应参数为犺１／犫＝０，犺２／犫＝１／２，η＝１．图

５将本文的结果与Ｔｓａｕｒ和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９）进行了对

比，参数为犺１／犫＝１／２，犺２／犫＝０，η＝１．通过４个不同

入射角度α＝０°、３０°、６０°和９０°下结果的良好吻合情

况，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准确性．

图３　峡谷表面五个代表性位置的地表位移收敛测试图（α＝３０°，犺１／犫＝犺２／犫＝１／３，η＝４）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ｅｓｔｓａｔｆ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ｎｙ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α＝３０°，犺１／犫＝犺２／犫＝１／３，η＝４）

图４　本文结果（实线，对应参数：犺２／犫＝０，犺２／犫＝１／２，η＝１）与Ｔｓａｕｒ和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８）中无峭壁Ｖ形峡谷相应结果（点线）的比较

（ａ）α＝０°；（ｂ）α＝３０°；（ｃ）α＝６０°；（ｄ）α＝９０°．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ｗｈｅｎ犺１／犫＝０，犺２／犫＝１／２，η＝１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ｈｅＶｓｈａｐｅｄｃａｎｙ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ｅｅｐｃｌｉｆｆｓｇｉｖｅｎｂｙＴｓａｕ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８）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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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方法的正确性和实用性，继

续采用退化Ｖ形峡谷模型模拟中国台湾翡翠峡谷

台阵的地震动并与实测结果进行对照．根据 Ｈｕａｎｇ

和Ｃｈｉｕ（１９９５）对１９９２年花莲地震时翡翠河谷台阵

实测地震动的分析，编号为ＳＣ１的台站地震记录相

比ＳＣ４加速度峰值放大了２．６９倍．

翡翠台阵所在的河谷剖面如图６ａ所示，利用本文

方法为之建立Ｖ形峡谷模型（犫＝５６３ｍ，犱＝３００ｍ，

犺１＝０ｍ）．由于１９９２年花莲地震入射波数据缺失，

本文采用ＰＧＡ＝０．２ｇ的集集地震波作为入射波，利

用本文模型求得台站ＳＣ１和ＳＣ４处的地震动频域

传递函数，然后据此得到台站ＳＣ１和ＳＣ４的地震动

加速度时程，如图６ｂ所示（频域转时域方法参见

Ｄ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其中台站ＳＣ１和ＳＣ４处的模拟地

震动ＰＧＡ分别为０．３３２４ｇ和０．１２５６ｇ，即ＳＣ１相

对于ＳＣ４放大２．６５倍，与前述实测２．６９倍基本一

致．可见，本方法可以较好地刻画峡谷对地震动的差

异放大规律．

图５　本文结果（实线，对应参数犺２／犫＝１／２，犺２／犫＝０，η＝１）与Ｔｓａｕｒ和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９）中去底半圆形峡谷的相应结果（虚线）的比较

（ａ）α＝０°；（ｂ）α＝３０°；（ｃ）α＝６０°；（ｄ）α＝９０°．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ｗｈｅｎ犺１／犫＝１／２，犺２／犫＝０，η＝１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ａｎｙｏｎｇｉｖｅｎｂｙＴｓａｕ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９）

图６　本文方法对中国台湾翡翠河谷地震动的模拟

（ａ）翡翠河谷模型简图（据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Ｃｈｉｕ，１９９５）；（ｂ）集集地震入射下ＳＣ１台站和ＳＣ４台站ＳＨ波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模拟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ｅｉｔｓｕｉＣａｎｙｏｎ，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ｅｉｔｓｕｉＣａｎｙｏｎｍｏｄｅ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Ｃｈｉｕ，１９９５）；（ｂ）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ＳＨｇｒｏｕ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ＳＣ１ａｎｄＳＣ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Ｃ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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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值结果与讨论

本文聚焦上部峭壁对峡谷地形效应的影响，故将

参数犺２／犫设为固定值１／３，从而使得犺１／犫有较大的变

化范围．图７—图９分别为对应３个入射波无量纲频

率η＝０．５、１和４的峡谷地表位移幅值结果，每个无

量纲频率结果都包含４个不同入射角度（α＝０°，３０°，

图７　对应η＝０．５和不同入射角度的地表位移幅值结果

（ａ）α＝０°；（ｂ）α＝３０°；（ｃ）α＝６０°；（ｄ）α＝９０°．黑色实线对应犺１／犫＝０，犺２／犫＝１／３；红色虚线对应犺１／犫＝１／３，犺２／犫＝１／３；

蓝色点划线对应犺１／犫＝２／３，犺２／犫＝１／３．

Ｆｉｇ．７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ｔ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η＝０．５

（ａ）α＝０°；（ｂ）α＝３０°；（ｃ）α＝６０°；（ｄ）α＝９０°．犺１／犫＝０，犺２／犫＝１／３（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犺１／犫＝１／３，犺２／犫＝１／３（ｒｅ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

犺１／犫＝２／３，ａｎｄ犺２／犫＝１／３（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

图８　对应η＝１和不同入射角度的地表位移幅值结果

（ａ）α＝０°；（ｂ）α＝３０°；（ｃ）α＝６０°；（ｄ）α＝９０°．黑色实线对应犺１／犫＝０，犺２／犫＝１／３；红色虚线对应犺１／犫＝１／３，犺２／犫＝１／３；

蓝色点划线对应犺１／犫＝２／３，犺２／犫＝１／３．

Ｆｉｇ．８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ｔ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η＝１

（ａ）α＝０°；（ｂ）α＝３０°；（ｃ）α＝６０°；（ｄ）α＝９０°．犺１／犫＝０，犺２／犫＝１／３（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犺１／犫＝１／３，犺２／犫＝１／３（ｒｅ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

犺１／犫＝２／３，ａｎｄ犺２／犫＝１／３（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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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对应η＝４和不同入射角度的地表位移幅值结果

（ａ）α＝０°；（ｂ）α＝３０°；（ｃ）α＝６０°；（ｄ）α＝９０°．黑色实线对应犺１／犫＝０，犺２／犫＝１／３；红色虚线对应犺１／犫＝１／３，犺２／犫＝１／３；

蓝色点划线对应犺１／犫＝２／３，犺２／犫＝１／３．

Ｆｉｇ．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ｔ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η＝４

（ａ）α＝０°；（ｂ）α＝３０°；（ｃ）α＝６０°；（ｄ）α＝９０°．犺１／犫＝０，犺２／犫＝１／３（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犺１／犫＝１／３，

犺２／犫＝１／３（ｒｅ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犺１／犫＝２／３，ａｎｄ犺２／犫＝１／３（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

６０°，９０°），实线结果对应犺１／犫＝０，虚线对应犺１／犫＝

１／３，虚实线对应犺１／犫＝２／３．为了方便比较，狓／犫的

计算范围选取为－４到４．

从图７—图９的结果可以看出，含峭壁Ｖ形峡

谷的地表位移幅值在自由场位移幅值２上下波动

（｜狌｜＞２表示放大，｜狌｜＜２表示减小），峡谷峭壁对

地表位移幅值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峭壁使得地震

放大效应更为显著，通过比较犺１／犫＝２／３和犺１／犫＝０

两种情况，可以发现含峭壁峡谷的地表位移幅值可

达不含峭壁峡谷的２倍．另一方面，随着峭壁深度

犺１／犫从１／３增大至２／３，位移振幅的最大值增大，而

位移振幅的最小值减小．总之，峭壁对 Ｖ形峡谷地

形效应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这意味着在地震作用

下峭壁峡谷周边的建筑物将会遭受更为剧烈的振

动，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震害．

对于地震波竖向入射的情况（如图７ａ、图８ａ和

图９ａ所示），由于波的聚焦，地表位移幅值的最大值

往往发生在峡谷两肩．不同于具有对称性的竖向入射

结果，地震波斜入射的情况（图７（ｂ—ｄ）、图８（ｂ—ｄ）

和图９（ｂ—ｄ））展示出左右不对称的地表位移幅值．

迎波侧比背波侧的位移幅值波动得更加频繁，随着

入射角度的增加，这种不对称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小

角度斜入射（α＝３０°）的情况下，迎波侧的位移振幅

仅略大于背波侧，而对于大角度斜入射（α＝６０°，

９０°）的情况，两侧差别更加明显．随着无量纲频率η
的增大，位移振幅的放大和减小越来越明显，说明峡

谷成为一个有效的障碍物，短波穿越峡谷到达对岸

的能力越来越弱．在图７（ｂ—ｄ）、图８（ｃ—ｄ）和图９ｄ

中，阴影区的位移幅值曲线趋于平稳，即体现了峭壁

峡谷的滤波屏蔽效应．

图１０展示了在三种入射角度下Ｖ形峡谷地表

位移幅值随着无量纲位置狓／犫和无量纲频率η的变

化情况，其中图１０（ａ—ｃ）是不含峭壁的情况（犺１／犫＝

０）、图１０（ｄ—ｆ）是含峭壁的情况（犺１／犫＝１／３）．图中

可见，随着无量纲频率的增大，含峭壁峡谷的地形放

大形态趋于复杂．在同一入射角下，峭壁的存在使得

峡谷两侧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放大效应，也就是说峭

壁的出现对峡谷地形效应有加剧作用．

４　结论

本文提出了含峭壁 Ｖ形峡谷对地震ＳＨ 波散

射的波函数级数解，揭示了含峭壁Ｖ形峡谷对地震

动的地形放大效应．本文解析模型可退化为不含峭

壁的Ｖ形峡谷和去底半圆形峡谷两个已有解析模

型，通过退化计算验证了本文方法．计算结果表明上部

峭壁对峡谷地震动具有重要影响，峭壁峡谷（犺１／犫＝

２／３）较无峭壁峡谷（犺１／犫＝０）对地表位移幅值的放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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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角度下含峭壁和不含峭壁峡谷地表位移幅值随位置狓／犫和无量纲频率η的变化图

（ａ）α＝０°，犺１＝０，犺２＝１／３；（ｂ）α＝４５°，犺１＝０，犺２＝１／３；（ｃ）α＝９０°，犺１＝０，犺２＝１／３；（ｄ）α＝０°，犺１＝１／３，犺２＝１／３；

（ｅ）α＝４５°，犺１＝１／３，犺２＝１／３；（ｆ）α＝９０°，犺１＝１／３，犺２＝１／３．

Ｆｉｇ．１０　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狓／犫ａｎｄ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ηｆｏｒｃａｎｙｏｎｓ

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ｅｅｐｃｌｉｆｆｓａｔ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大差异可达２００％，且较陡的峭壁明显加剧峡谷的

地震放大效应，也就增加了周围建筑物的震害风险，

值得工程师的关注．本文结论基于二维峡谷场地

ＳＨ波散射模型，关于峡谷场地的三维效应以及Ｐ

波和ＳＶ波等其他类型地震波的散射特征，尚需进

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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