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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scale, more 

and more infrastructures are being rebuilt in downtown areas. 

A majority of metropolises in China, however, have numerous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 sites. This situation has hindered 

re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s to some exten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urban fabrics, metro development 

project can relief urban traffic pressure while causing less 

impact on the surfac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of urban subwa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operations on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lics, this paper 

used cases of metro projects in cities of Beijing and Xi'an as 

examples, for following research tasks and objectives: 1) to 

classify cultural and historic relics, and to analyz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2) to study main influences of subway engineering 

to cultural relics during the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process; 

3) to analyz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ubway train vehicles on 

cultural relics during the operation proces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subway engineering on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e relics. Land subsidence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cultural relic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while vibration generated by subway train vehicle during 

operation process, is the main negative effect for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buildings.  

Keywords—Subway development, Underground space, 

Historic structure, Land subsidence, Train vibration 

摘要— 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城市中心区基础设施的改

造越来越多。然而，中国多数城市都有大量的文物古迹。这种

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础设施的再开发。地铁开发项目作

为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同时，对

地表环境的影响较小。为了研究城市地铁建设项目的影响及其

运营对文物的影响，本文以北京、西安等地的地铁项目为例，

进行以下研究任务和目标：1）对文物进行分类，根据分类情况，

分析文物的特点和保护要求；2）研究地铁工程在地下施工过程

中对文物的主要影响；3）分析地铁车辆在运营过程中对文物的

负面影响。结果表明，地铁工程对不同类型文物有不同的影响。

                                                           
 *通讯作者。 

地面沉降是施工过程中影响文物的主要因素，地铁车辆在运行

过程中产生的振动是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主要负面影响。 

关键词—地铁开发，地下空间，文物建筑，地面沉降，列车
振动 

I. 引言 

随着城市的发展，其规模不断增大，城市人口密度也
在不断增加，导致城区的交通压力也愈加严重。为缓解
城市交通设施的供需矛盾，市中心尤其是老城区地带亟
需新建交通设施以缓解交通压力。但老城区内的既有建
筑对交通设施的规划设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部分文物
需要严格保护，因此许多地面设施的开发受限。地下交
通设施的开发可以较好地解决老旧城区的交通矛盾，地
铁即是典型的城市地下交通设施之一。 

然而，影响较小并不代表地下设施的开发对地表建筑
完全没有扰动，地铁线路的规划设计仍需密切关注对地
表建筑尤其是文物古迹的影响。我国悠久的历史决定了
国内大部分城市保有数量可观的文物古迹，因此城市的
开发需加强对其的保护。清华大学的肖金亮单就我国的
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1]。涉及到地
下工程的影响，长安大学的苗永杰就盾构法开挖对地表
文物的影响及其保护措施进行了相应的分析[2]。具体到工
程案例而言，西安地铁工程是较为典型的文物保护案例，
例如 2号线在环城路内先后穿越了明城墙安远门、钟楼以
及永宁门三处明代建筑以及护城河[3]，整条线路所涉及到
的文物分布密度较大。针对该处典型文物保护案例，杨
开忠就具体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进行了研究[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狄文莉和常海青则就此建立了相应
的评估体系，进一步指导评价设计施工过程中的文物保
护工作[5, 6]。 

地铁建设对文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分别是施
工开挖过程中所造成的地表沉降以及运营过程中列车运
行所产生的振动。地下工程施工所造成的地面沉降方面，
王帆等人分析了大断面公路隧道在黄土地层开挖过程之
中的沉降变形规律[7]，颜治国则就地铁施工对黄土地层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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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讨论了处理应对方
案[8]；软土地层方面，龚江飞和钟铮分别就天津和上海地
区软土沉降的以及对地标建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9, 10]。地
铁车辆振动方面，孟昭博和钱春宇等人就西安地铁工程
中列车的振动对地表文物建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11, 12]，
贾颖绚等人则分析了北京地铁列车振动荷载对文物的影
响，并提出了相应减少影响的措施[13]。 

就文物建筑保护而言，历史建筑与地铁隧道工程之间
的冲突需要得到长期妥善处理。因此，在分析地铁对历史
建筑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后，迫切需要提出一种互利的
途径。众所周知，盾构法是地铁等地下工程的主要施工
方法。然而，地下隧道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地
面向开挖方向移动，并导致地表沉降[14]。近年来国内外
众多学者对盾构隧道的沉降进行了大量的预测研究[15, 16]。
将现有结构和环境的地面沉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降至
最低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预测地面沉降剖面的能力[17]。通
常，地表沉降可采用经验或半经验方法、分析方法和数
值方法进行估算[18]。本文以西安城墙为例，采用三维数
值模拟方法对地铁施工引起的沉降进行评价。 

除了沉降之外，振动还破坏了地铁运营期间的历史建
筑。地铁诱发振动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Krylova 和
Ferguson（1994）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研究准静态荷载
通过轨道和枕木传播到土壤中的影响[19]。另一方面，尽
管计算方法繁琐，计算时间长，计算资源大，但基于有
限元方法的数值模型常常被用于预测地铁诱发振动[20]。
在有限元函数的推广之后，许多改进的数值模型被广泛
地应用。例如，Hall（2003）运用有限元模型来预测瑞典
高速铁路中的铁路诱发振动，然后将结果与现场测量结
果进行比较[21]。此外，有限元法也很适合模拟隧道中地
铁产生的振动，振动通过土壤传播，并影响附近敏感建
筑物和基础设施的地基。因此，对地铁引起的振动进行
检测和预测，可以有效地保护建筑物，尤其是历史文物古
迹。本文就地铁振动对北京万松老人塔的影响进行了实
例研究，旨在为此类研究提供参考。 

 

II. 施工阶段对文物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 

盾构隧道施工的优点在于尽可能平稳迅速地完成施工，
且尽量减少对建筑物和地基中埋置材料的影响。但是，盾
构施工也会引起地层松动和沉陷。因此，隧道附近的周围
结构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形、沉降或位移，甚至不可逆转的
损坏。从本质上讲，是地层的变形引起了附近构造的变形。
必须认识到，只有控制地层才能避免建筑物的沉降变形。 

由于盾构施工引起隧道周围地层的松动和沉降，从视
觉上表现为地表沉降。因此，隧道附近的结构将发生变形、
沉降或位移，结构将受到损坏或破坏。周围结构的变形实
质上也是地层变形引起的。因此，只有控制变形量，才能
更好地控制周围结构的沉降变形。 

在软土层中采用盾构施工时，隧道横向所产生的地表

变形范围受隧道的埋深和其所处的地质土层状况影响较

大，基本上接近土的破坏棱体范围。盾构施工在横向产生

的沉降量近似于 peck 提出的沉陷槽形状，即正态分布曲

线，隧道中心产生的沉降量最大，地面沉降量随着离隧道

中心线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对于盾构法施工引起的地

面沉降预测，一般可采用 Peck 公式计算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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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为地层体积损失率； 

r0为盾构机外径 

根据计算，可认为地面沉降曲线反弯点以内的范围影

响较大，反弯点至沉降曲线边缘的范围影响较小，沉降曲

线以外的范围可认为无影响。peck 沉降槽宽度基本在

20～30m 范围内，即隧道中心线 10～15m 范围内，根据大

量地铁的施工监测数据，盾构施工产生的地 面沉降量大

于 10mm 的情况基本发生在隧道中心线 10m 以内，对于隧

道中心线 10m 以外的地面，盾构施工产生的沉降量基本小

于 10mm。 

 

（二）工程案例 
西安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关中平原的中

心地带，是中国十三朝古都，因此拥有大量的历史遗迹，
其中西安城墙因其 600年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受到高度保护。
墙体采用砖砌体结构夯实，城墙剖面如图 1 所示。南门高
11.6 米，宽 16-18 米，北门高 12 米，宽 16-18 米，西安地
铁 2 号线采用盾构隧道施工方式，穿越西安城墙、钟楼等
几座历史建筑下方地层。在一定范围内控制沉陷，确保历
史建筑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图 1. 西安城墙结构剖面图 

 

（1）收集在建地铁资料，参考国内外地面沉降和建筑
物沉降控制标准。 

（2）采用有限元方法模拟了城市墙体对沉降的响应。
通过建立隧道、基础、建筑物的数值分析模型，可以得到
地铁施工时的城墙变形和应力状态。此外，估算墙体的极
限状态，生成沉降槽曲线，其中最大沉降值为相应的城市
墙体变形极限值。因此，南门与北门之间的地表沉降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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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该限值范围内，考虑到历史保护，还应增加一定的安
全储备。应力矢量图和沉降槽矢量图见图 2（a）和（b）。
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综上所述，如果地面沉降控制在
-20～+5 ㎜（“+”表示隆起，“-”表示下沉），那么城
墙结构足够安全。 

（3）西安城墙历经近 600 年，在砖砌体中不可避免
地存在着沉降缝和夯土。研究这些节点的倾斜值，有助于
了解整体发展趋势，为沉降变形控制标准提供参考。 

因此，沉降变形控制标准可制定如下：隧道在地下进
行时，在南北大门范围内，地表沉降应限制在
-20mm~+5mm 范围内，局部倾斜值应保持在 0.001 以内。
对于钟楼，地铁线路在该建筑物下有一定的避让空间，因

此沉降应在-5mm~+5mm 范围内变化，局部倾斜值不大于
0.0005。 

 

（三）数值模拟计算预测 

利用FLAC3D建立了该段南大门沉降变形的三维数值
模型。该软件采用有限差分法，在岩土工程分析领域和隧
道建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22, 23]。由于沉降缝分布的随机性，
为了简化模型，本次计算没有建立沉降缝模型，而是用安
全储备来代替，不同工况下的沉降变形都是基于不同的工
况计算的，如不同的地形条件下的沉降变形、半径、不同
埋深、不同加固方案，以确定最佳施工方案。沉降变形云
图如图 3 所示。 

 

 
图 2.（a）应力矢量图；（b）沉降槽矢量图 

 

图 3. 沉降变形云图 

 
图 4. 南门沉降与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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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表明，南门附近最大沉降量为 10 mm，墙
本身最大沉降量为 4 mm，沉降槽宽度接近 30 m，最大
坡度不大于 0.001，采用优化的防治措施，如加宽南门
周边半径 350 米，隧道埋深 17.4 米~18.5 米，加强了城
墙基础。计算结果满足沉降变形控制标准，限制在最大
沉降值和倾斜值范围内。 

（三）试验结果及比较 

现场监测数据表明，南、北门城墙变形范围在

-9.99mm~+1.21mm 之 间 ， 地 表 变 形 范 围 在

-7.78mm~+3.31mm 之间，均限制在变形阈值范围内，保

证了地下洞室开挖时闸门的静止和完好。好的。南门沉

降和等值线如图 4 所示。 

 
图 5. 数值预测与实测变形图 

将数值计算结果与现场实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图 5）。

很明显，测量值与计算值基本一致，但略小于计算值。 

III. 运营阶段对文物的影响 

地铁在运营过程中会对在隧道中产生振动，车辆振
动是在半封闭的空间中产生的，在那里车轮在高速前进

的轨道上施加压力。由钢轨冲击载荷、接触面不光滑、
车轮不均匀磨损、偏心安装装置、枕木支撑刚度变化等
因素引起。 

振动以波的形式依次通过轨道、扣件、枕木、道碴、
隧道结构、地层向地表传播，最终影响周围建筑物。根
据土的性质、振动频率和能量以及体波效应，振动将持
续一段时间。 

万松老人塔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该塔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 41

号，砖塔巷以其命名。宝塔最初建于元朝初年，呈八角
形、七层高，并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 年）被提高到九
层。元塔被清代的塔包裹着。是北京市区仅存的砖塔，
古朴典雅、精致。万松老人塔是一座金元风格的八角九
层砖塔，高约 16 米。院子东西长 14 米，南北宽 7 米。
面积 99.3 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22.5 平方米。目前，
该塔已向东倾斜约 3 度。 

（一）振动控制规范 

北京地铁 4 号线进入万松老人塔文物保护区，中心
线距塔底仅 9 米。根据《万松宝塔现状评估报告》，塔
基基础最终沉降变形的允许值范围为+10mm～-15mm。
最大沉降差为 5mm。在理论计算、工程类比和现场调查
的基础上，提出了控制标准。因此，修改后的控制标准
为：塔基础最终整体沉降变形的允许值在+10mm 和
-10mm 之间变化，地基最大不均匀沉降小于或等于 5mm。 

 

 
图 6. （a）点 2 和 3 之间的相对位置；（b）钢结构支撑 

 
 

（二）现场监测结果 

为保证施工安全，采取临时防护措施，严格执行施
工方案，如监测施工期间挖出的土方量，加强灌浆和二
次补充，保证盾构机在下部顺利通过。在不同的位置指
定了四个测量点，布设点见表 1，具体措施如图 6 所示。 

监测数据表明，除其它常规技术参数外，塔架在运
行阶段沉降控制在 4.6mm，远小于临界值 10mm。所以，

目前的万松尊塔在理论上是安全的。而由于地下地铁的
存在，采用了附加的钢架支撑对塔身进行加固。同时，
该段地铁采用梯形轨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振动。监
测结果表明，这种轨枕投入使用后，地铁引起的水平振
动最大值小于或等于地面交通引起的水平振动最大值，
也就是说，万松古塔主要受地面交通引起的振动影响。
由于这些措施，交通工具而不是地铁大大减少了地下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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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测点分布 

点号 位置 

1 东侧地面 

2 西侧地面 

3 塔身西侧地上 1.4m 

4 六层塔顶 

 

IV. 结论与政策建议 

（1）我国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存在许多的文物建筑与地下设施的修建相互影响； 

（2）新建地铁对文物建筑的主要影响是施工过程中的

不均匀沉降和运营过程中的振动问题； 

（3）盾构地铁在修建过程中会对地面产生沉降影响，

且沉降量与地铁埋深和工程地质分布有密切关系； 

（4）地铁在修建过程中对地表产生的不均匀沉降是对

文物建筑产生不良影响的主要因素，施工过程中应密切

关注地表沉降量的变化大小以及分布特征； 

（5）为保护文物建筑，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要

求，这些标准的计算方法和工程要求大多是保守的，通

常可以保证文物结构的安全； 

（6）减少地铁对文物的干扰的主要措施是地铁线路避

绕和文物结构加固；前者通过主动回避，减少地铁线路

对文物的干扰；后一种措施是在地铁线路难以避开时，

通过工程措施对结构或土壤进行加固。提高了文物的土

壤力学性能和抗被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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