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073 各章节课后作业（
各章节课后作业（仅需回答红
仅需回答红色字体的题目
色字体的题目）
的题目）
A4 纸 书写格式 写明 姓名 学号 第几章 日期 上课前提交计入平时成绩
Chap

Page
6

思考题

2

45

3

68

1 地下建筑荷载分为哪几类？
本章任选 5 道红色加黑题
2 简述地下建筑荷载的计算原则？
目
3 简述土压力可分为几种形式？
简述土压力可分为几种形式？其大小关系如何？
其大小关系如何？
4 静止土压力是如何确定的？
静止土压力是如何确定的？
5 库伦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什么？
库伦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什么？并给出其一般土压力计算
公式？
公式？
6 应用库伦理论，
应用库伦理论，如何确定粘性土中的土压力大小？
如何确定粘性土中的土压力大小？
7 简述朗肯土压力理论的基本假定？
简述朗肯土压力理论的基本假定？
8 如何计算分层土的土压力？
9 不同地面超载作用下的土压力是如何计算的？
10 考虑地下水时的水平压力是如何计算的？
11 简述围岩压力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简述围岩压力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12 简述围岩压力计算的两种理论方法？二者有何区别？
13 简述弹性抗力的基本概念？
简述弹性抗力的基本概念 ？ 其值大小与哪些因素有
关？
14 如何确定弹性抗力？
15 简述温克尔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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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弹性地基梁两种计算模型的区别。
简述弹性地基梁与普通梁的区别。
简述弹性特征系数 的含义及其确定公式。
的含义及其确定公式。
何为弹性地基短梁、
何为弹性地基短梁、长梁及刚性梁？
长梁及刚性梁？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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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地下建筑结构计算理论的发展过程
简述地下建筑结构计算方法的类型及含义
试述荷载结构法 地层结构法的基本含义和主要区别
简述荷载结构法和地层结构法的计算过程

1

练习题

1 简述地下建筑结构的概念及其型式
2 简述地下建筑结构设计程序及内容

1. 简述三种数值方法的优缺点：
简述三种数值方法的优缺点：有限单元法、
有限单元法、有限差分
法、离散单元法
2. 举例说明利用有限单元法来模拟盾构隧道掘进与建造
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3. 推导四阶导数的等间隔有限差分公式
4. 请任选一个有限单元法软件，模拟图 5-26 所示盾构隧
道的建造过程，同时需要考虑桩基础的影响，请给出地表

D.3.1 如图所示，无限长弹
性地基梁，在 O 点作用集
中力 P，求梁的变位及内力
公式。
D.3.2 如图所示，两端简支
于刚性支座上的弹性地基
梁，沿全长受有场布荷载
q。试导出梁的变位及内力
公式。
D.3.3 设 在 无 限长 梁 上 作
用四个集中荷载，
用四个集中荷载 ， 试求 B
点的挠度及弯矩。
点的挠度及弯矩。已知 。

沉降、衬砌的轴力、弯矩大小以及变形。
5. 利用 5.3.6 节中的离散单元模型，分析埋深比 C/D=0.7
及 C/D=2.0 情况下地表沉降规律，并讨论埋深比对于临界
支护压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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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沉井结构与沉箱结构的特点及其应用范围。
2）简述沉井结构设计计算上的特点及其需要进行的若干
步骤。
3）
）假设沉井呈圆形状，
假设沉井呈圆形状，其直径 D=55m，
，底板浇筑完毕后
的 沉 井 自 重 为 5850t ， 井 壁 与 土 之 间 的 摩 擦 力
fo=2.5t/m2,5m 内 按 三 角 形 分 布 ， 沉 井 入 土 深 度 为
ho=32.5m，
，封底时的地下水净水头 H=30m，
，试验算该圆
形沉井的抗浮系数。
形沉井的抗浮系数。
4）
）一个矩形沉井封底前自重 2576t,沉井的长为
沉井的长为 25m，
，宽
为 20m，
，高为 10.5m，
，一次下沉。
一次下沉。假定踏面宽 a=25cm,
b=35cm, 刃脚高为 65cm，
，试求沉井刚开始下沉时刃脚所
需配置的钢筋数量。
需配置的钢筋数量。
5）
）压气沉箱结构在施工上有何特点？
压气沉箱结构在施工上有何特点？它与沉井结构的施
工有何不同？
工有何不同？
6）简述压气沉箱主体结构的构成情况以及在设计上的注
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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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述地下连续墙结构的优点及适用条件。
2. 地下连续墙结构包括
地下连续墙结构包括哪些设计内容
包括哪些设计内容？
哪些设计内容？
3. 导墙作用是什么？如何确定导墙的深度与宽度？
4. 地下连续墙结构作为围护结构和主体结构一部分的设
计计算有何不同之处？
5. 地下连续墙槽段划分的依据是什么？槽段长度对槽壁
稳定性有何影响？

1. 试列举几种工程中常用的浅埋式结构形式并简述其特 习题
点
2. 简述浅埋式矩形框架结构的计算原理，
简述浅埋式矩形框架结构的计算原理，如何确定其计
算简图
3. 浅埋式结构的使用场合
4. 浅埋式结构的地层荷载如何考虑
5. 浅埋式结构考虑与不考虑弹性地基影响有何区别
6. 浅埋式结构节点设计弯矩与计算弯矩有何区别？
浅埋式结构节点设计弯矩与计算弯矩有何区别？如何
计算节点的设计弯矩？
计算节点的设计弯矩？
1. 何谓附建式结构？
何谓附建式结构？附建式结构的形式、
附建式结构的形式、用途及特点有
哪些？
哪些？
2. 附建式人防工事在设计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3. 附建式结构的荷载有哪几类？
附建式结构的荷载有哪几类？如何确定附建式结构的
荷载？
荷载？
4. 附建式结构设计需要符合哪些规范要求，如何做到平战
结合
5. 附建式结构顶板、临空墙、洞口的防护要求有何特点？
构造上如何处理？
6. 简述附建式结构的口部设计的重要性及其特点

6. 地下连续墙结构槽段
地下连续墙结构槽段间
槽段间接头形式有那
头形式有那几种？
几种？其适用条
件如何？
如何？
7. 作为主体结构一部分的地下连续墙结构与主体结构的
连接有哪些方式？其各自特点及适用条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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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盾构法隧道的适用条件和特点？
课设 本章每一道思考题都
2. 盾构法隧道衬砌管片形式有哪些？举出三种常见型号 很重要
并简述其各自特点和使用条件？
3. 盾构法隧道结构计算模式有那
盾构法隧道结构计算模式有那几种？
几种？各有何优劣
各有何优劣？如
何考虑接
何考虑接头的影响？
头的影响？
4. 盾构法隧道结构的水土荷载如何计算？试分析地层抗
力对隧道结构内力的影响？
5. 简述几种新型管片形式的特点。
6. 盾构法圆形衬砌管片拼装方式有那几种？各有何有缺
点和适用性？
7. 盾构法隧道衬砌内力分布与管片结构的关系？
8. 盾构法隧道衬砌结构断面选择时都应验算哪些内容，在
验算时都应注意什么？
9. 盾构法隧道衬砌
盾构法隧道衬砌结构的
衬砌结构的防
结构的防水、抗渗都可
渗都可以采取那些
以采取那些措
施。
1. 沉管法结构的适用条件如何？它与盾构法隧道结构相
比有何优缺点？
2. 沉管结构设计的关键
结构设计的关键点在哪些方面？
点在哪些方面？
3. 沉管结构管段接
结构管段接头方式有哪几种
管段接头方式有哪几种？
头方式有哪几种？
4. 管段沉
管段沉放的浮力受
的浮力受哪些因素影响？
哪些因素影响？设计中如何考虑？
设计中如何考虑？
5. 沉管运输中干舷设计的意义。
6. 沉管结构设计的方法和原则。
7. 沉管管段之间连接处理的方法。
8. 沉管基础的处理措施有那些？

1. 顶管结构的
顶管结构的适
结构的适用范围如何
2. 顶管结构的设计内容有哪些 其关键是什么
3. 顶管结构的施工荷载包括哪些 施工阶段需要进行哪些
验算
4. 如何确定顶管机的最大推力
5. 何谓箱涵结构 试举例说明其施工方法
6. 如何确定箱涵结构的计算模式 设计中如何考虑路面车
辆荷载
7. 箱涵结构的构造特点有哪些 如何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