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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专线铁路 2-68m下承式预应力混凝土 

系杆拱桥结构分析与设计 

张显冬  汪智慧 

摘  要  本文介绍了桂林北至定江右客车联络线特大桥 2-68m 系杆拱桥的构造、设计及施工过程等方面，桂林北至定江右客车

联络线是贵广线的一条联络线，本桥是联络线上主桥之一，采用两跨简支系杆拱，有效降低了主梁截面高度，满足桥

下净空要求，造型优美，通过本桥的结构分析与设计得出几点结论，希望对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关键词  客运专线 系杆拱 局部应力分析 

 

1、 工程概况 

本桥为贵广客运专线桂林北至定江右

客车联络线特大桥的一部分，在里程

GZKYK6+242~GZKYK6+383 跨越桂黄公路及桂

海高速公路匝道，与公路斜交，采用 2-68m

简支系杆拱跨越，主桥桥型布置如图1所示。 

本桥主要技术标准如下： 

(1) 桥上线路：单线；线路平面为半径

1400m 的曲线，99y~100y 墩间位于平坡，

100y~101y 墩间纵坡为 0‰变-3.0‰下坡，

无竖曲线。 

(2) 设计行车速度： 120km/h。 

(3) 设计活载：ZK 活载。 

(4) 轨道结构：采用 60kg/m 重型钢轨，

按无缝线路设计，铺设Ⅲ型预应力混凝土轨

枕。 

(5)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本桥桥址处位

于地震 

动峰值加速度 0.05g 的地区 

(6)施工方法：满堂支架法，先施工梁

部，再施工拱肋及其他。 

2、 结构设计 

2.1 整体构造 

本桥上部结构设计为 Lp=68m 预应力混

凝土系杆拱，全长 70m，理论矢高 13.6m，

矢跨比为 1/5，拱轴线为二次抛物线

（y=x
2
/85），系杆与拱肋的刚度比为 15.0：

1，按刚性梁刚性拱计算。梁部划分为 10 个

节间，除端节间长 10.2m 外，其余节间长

6.2m，拱肋中心距为 7.93m，净宽 6.93m。 

2.2 主梁构造 

梁横向为单箱双室，跨中梁高 2.5m，梁

底宽 8.53m，梁顶宽 8.53m；梁端部加高至

3.0m。跨中箱梁顶板厚30cm，底板厚为30cm，

中腹板厚度为 30cm，边腹板厚度为 60cm，

在梁端部加厚。在各吊杆位置设 60cm 厚横

隔板，在箱梁端部设 3.0m 端横梁，横隔板

与端横梁中部设有供检查人员通过的进人

孔洞。端支座及跨中截面如图 2 所示。 

图 1  2x68m 系杆拱桥型布置图（尺寸单位 cm；标高单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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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梁支点及跨中截面（单位 cm） 

 

2.3 预应力 

梁部纵向预应力束采用9-15.2钢绞线，

塑料波纹管成孔，内径 70mm，外径为 83mm。

预应力束布置在顶、底板内，共设通长束 51

束，为防止意外，在顶板预留 2 个备用孔道、

底板预留 2个备用孔道。纵向预应力通长束

采用单端张拉，OVM15-9 型锚具锚固，

YCW250B 型千斤顶张拉。 

梁部横向预应力束采用 3-15.2 及

4-15.2 钢绞线，在顶、底板顺桥方向每隔一

定间距布置，采用 BM15-3(BM15-3P)及

BM15-4(BM15-4P)型锚具锚固，YCW100B 型千

斤顶单端张拉。 

拱脚处设竖向预应力筋，采用Φ25 预应

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fPK=830MPa，JLM-25

型锚具锚固，35mm 铁皮管成孔，YC60A 穿

心式单作用千斤顶张拉。 

2.4 拱肋 

 

图 3  拱肋及横撑截面（单位 cm） 

拱肋为钢筋混凝土构件，工字形截面，

高 1.8 米，拱趾处加高至 2.8 米；拱肋宽 1.0

米。两拱肋之间第 3、5、7 共三个节点设钢

筋混凝土横撑与拱肋连接。横撑为工字形截

面，高 1.6m，宽 0.8m，在与拱肋交接处采

用折线过渡，以避免角隅处应力集中。拱肋

及横撑截面见图 3。 

2.5 吊杆 

吊杆采用柔性吊杆，圆形截面，外径 8.4

厘米，其构成为 GJ15-12 新型环氧喷涂整体

挤压成束钢绞线，由 12 根φ15.2 环氧喷涂

钢绞线组成，fpk=1860MPa。外套大小 HDPE

护套，其间填充防腐油脂，吊杆锚头处采用

锚头防水防腐保护罩，吊杆外露部分用不锈

钢护套包裹以免意外或人为损坏。吊杆采用

在拱肋顶单端张拉。采用锚具 GJ15-12 型锚

具锚固，YC200A 型千斤顶张拉。吊杆下端

设置 CLY 液压传感器，以监控索力变化情

况。 

3、 整体计算分析 

3.1 计算模型 

由于结构横向对称，本桥采用《公路桥

梁 结 构 设 计 程 序  GQJS 》 9.70 版 及

Midas-Civil2006 程序分别建立平面杆系模

型，单元划分均一致，并对两个程序计算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 Midas-Civil2006

程序建立空间杆系有限元模型进行补充分

析。 

GQJS 计算模型见图 4，全桥共为 26 个

梁体单元、27 个梁节点，42 个拱单元，41

个拱节点，9 个吊杆单元；Midas-Civil 空间

模型见图 5。 

3.2 设计材料 

计算中，混凝土采用铁路钢筋混凝土规

范中的 C55，其主要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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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Ec

41060.3  、 MPafc 0.37 、

MPafct 30.3 。 

钢绞线抗拉强度为 1860MPa、公称直径

为 15.20mm、抗压计算强度 380MPa。纵向

钢束均采用 9-15.2 的钢束，塑料波纹管内径

80mm、外径 93mm。梁体普通钢筋采用

HPB235 和 HRB335。其主要参数为： 

HPB235： MPaEs

51010.2  、

MPaff pp 235'  ； 

HRB335： MPaEs

51000.2  、

MPaff pp 335'  。 

 

 

 

3.3 设计荷载 

3.3.1 恒载： 

自重按混凝土容重 26.5KN/m
3 程序自动计

算；二期恒载 85KN/m,包括轨道结构、道砟、

挡砟墙、栏杆及防落网、栏杆基座、排水坡

等；施工阶段混凝土收缩徐变荷载。 

3.3.2 活载：ZK 标准活载； 

3.3.3 温度荷载： 

考虑了结构整体升降温 20℃， 吊杆升降温

15 度及拱肋升降温 15 度六种工况。 

3.4 施工阶段 

模型中按实际施工过程建立施工阶段，

施工顺序为： 

1. 系杆拱两端桥墩施工完毕后，搭设满

堂支架，支架，灌注箱梁及拱脚部分混凝土； 

2. 混凝土强度及弹性模量不低于 90%

后且不小于 5 天龄期后，单端张拉箱梁纵向

预应力顶板束第一批； 

3. 梁顶搭设支架,灌注拱肋及横撑混凝

土,拱肋支架应支撑在箱梁横隔板位置或者

腹板。 

4. 待拱肋混凝土强度及弹性模量不低

于 90%且 15 天龄期后，补充张拉箱梁 

图 4  GQJS 计算模型 

图 5  Midas-Civil 计算模型 

余下纵向预应力钢束，上下交替左右对称张

拉横向预应力, 张拉竖向预应力;所有预应

力张拉完毕后拆除拱肋支架； 

5. 清除拱肋的临时支架、模板等桥面荷

载。初张拉吊杆预应力,然后拆除梁底支架； 

6. 拆除支架后，清除桥面所有除结构自

重外的荷载，补拉吊杆力至设计值，吊杆张

拉完成 60 天后进行桥面系施工。

3.5 荷载组合 工况组合的原则考虑为最不利效应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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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具体  体如下： 

主力组合：自重+预应力+二恒+列车活

载 

主加附组合 1：主力组合+系统升温+吊

杆升温 (吊杆降温 )+拱肋降温 (拱肋升温 ) 

（程序自动判别最不利组合情况） 

主加附组合 2：主力组合+系统降温+吊

杆降温(吊杆降温)+拱肋降温(拱肋升温) 

3.6 梁部检算结果 

运营阶段梁部计算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运营阶段梁部主要计算结果 

MIDAS 与 GQJS 主要计算结果比较 

荷载

类型 项目 

Midas 

(Mpa) 

GQJS 

(Mpa) 

设计限

值(Mpa) 

主力 

跨中上缘最小压应力 6.65 6.84 

18.5 

跨中上缘最大压应力 7.72 7.90 

跨中下缘最小压应力 4.49 4.12 

跨中下缘最大压应力 5.71 5.73 

支点上缘最小压应力 1.38 0.86 

支点上缘最大压应力 2.06 1.58 

最大主压应力 7.65 8.57 22.2 

最大主拉应力 0.18 0.164 3.3 

主+附

组合 2 

跨中上缘最小压应力 6.15 5.61 

18.5 

跨中上缘最大压应力 8.54 9.03 

跨中下缘最小压应力 3.92 3.01 

跨中下缘最大压应力 6.06 6.93 

支点上缘最小压应力 1.33 0.73 

支点上缘最大压应力 2.18 1.75 

最大主压应力 8.61 9.84 22.2 

最大主拉应力 0.19 0.16 3.3 

 静活载下竖向位移 10.8mm 10.7mm 

小 于

29.1mm 

静活载下梁端转角 0.464‰ 0.463‰ 小于 1‰ 

通过上表计算结果可见，两个程序计算

结果基本一致，均能满足规范要求。 

3.7 拱肋计算结果 

拱肋混凝土最大正应力 9.99MPa，拱肋

普通配筋最大压应力 96.9MPa，最大拉应力

4.66MPa，拱肋平面内稳定验算安全系数

8.2。 

3.8 吊杆计算结果 

运营阶段，吊杆最大轴力 1243KN，最

大拉应力 737.1Mpa，最小强度安全系数

2.57， 最大活载应力幅 114.9Mpa。 

3.9 结构屈曲模态 

在 MIDAS 空间模型中对结构进行屈曲

模态分析，考虑自重，二恒，ZK 活载，风

荷载以及离心力作用，临界荷载系数=10.4。  

4、 局部应力分析 

 

图 6 拱脚有限元模型 

简支梁拱组合式桥梁的端节点，是该桥

型的关键部位。它不仅是梁拱的连接点，纵

向预应力束的锚固点，同时确保拱肋空间稳

定性，由强大端横梁的抗弯刚度提供的嵌固

点，部位重要，受力复杂[1]。而拱肋承载吊

杆位置局部受荷较大，为验证以上两个部位

的应力安全，采用 Ansys 软件分别建立局部

实体模型。图 6 为拱脚实体有限元模型，图

7 为拱顶吊杆处的实体有限元模型。 

模型中边界荷载均通过整体模型中的计

算结果取得，荷载组合也与整体模型一致，

分析结果显示，拱脚运营阶段最大主拉应力

2.4Mpa，出现在系梁变截面孔洞梗肋处；最

大主压应力 20.3Mpa，出现在拱脚端部与系

梁相接部位；拱脚分析结果见图 8、9。 

拱顶最大主拉应力发生在吊杆穿孔孔壁

处，最大主拉应力为 3.6MPa，超过规范限值

3.3Mpa，考虑到普通配筋以及该部位预埋钢

管的约束作用，视为满足要求；最大主压应

力发生在预埋钢板处，属局部应力集中，其

值为 21.55MPa。拱顶分析结果见图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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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拱顶吊杆处有限元模型 

 
图 8 拱脚最大主拉应力 

 

图 9 拱脚最大主压应 

 

图 10 拱顶最大主拉应力 

 

图 11 拱顶最大主压应力 

5、 结语 

本文介绍了桂林北至定江右客车联络

线特大桥 2-68m 系杆拱桥的构造、设计及施

工过程等方面，桂林北至定江右客车联络线

是贵广线的一条联络线，本桥是联络线上主

桥之一，采用两跨简支系杆拱，有效降低了

主梁截面高度，满足桥下净空要求，造型优

美。通过本桥的结构分析与设计总结如下 3

点，希望对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5.1 下承式简支系杆拱桥体系新颖，外

形美观，适用于中小跨度城市、公路、铁路

桥梁，这种桥型充分利用了拱肋混凝土的受

压能力，有效的减小了梁体高度，且结构刚

度大、性能优越。当桥梁下方跨越道路，桥

下净高受限，系杆拱桥是一种较合适的选

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采用满堂支架先梁后

拱施工，施工方便。 

5.2 本桥整体计算分析采用 GQJS 和

Midas-Civil2006 分别建立模型并对计算结

构进行对比分析、相互校核，以保证安全。 

5.3 简支梁拱组合式桥梁的端节点，是

该种桥型的关键部位，对其进行局部应力分

析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金成棣.预应力混凝土梁拱组合桥梁-设计研究与实践[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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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通道下穿既有给水管线数值模拟分析 

陈 晨 

摘  要 本文以某地下广场联络通道下穿既有给水管线工程为背景，在考虑应力释放及旋喷加固的基础上，采用三维有限元计算

软件 Midas-GTS 进行数值模拟，重点分析通道施工对给水管线变形的影响，评估通道初期支护及加固方案的合理性。 

关键词 联络通道 旋喷加固 管线变形 数值模拟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地下空间的不断

开发与利用，地下工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城市中管网交织繁杂，给地下工程施工带

来诸多不便。本文以某地下广场工程为背

景，采用有限元计算软件 Midas-gts 对广场

间联络通道下穿既有给水管线进行全程仿

真模拟，着重研究通道施工对既有管线的变

形影响，以期对给水管线的安全评估提供依

据。 

1 工程概况 

本工程分为南、北两地下广场，采用明

挖施工，但两广场间为城市重要道路，道路

下管线众多，因此两广场间联络通道考虑暗

挖方案。按照沉积年代、成因类型，场地勘

察深度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层主要为人工填

土、中-粗砂和砾砂。主要岩土物理力学参

数如下： 

表 1 岩土物理力学参数 

土层 
密度 

g/cm
3
 

变形模

量（MPa） 

粘聚力

（kPa） 

内摩擦

角（°） 

泊松

比 

杂填土 18.0 5 15 15 0.35 

中粗砂 19.5 22 4 30 0.31 

砾砂 22.0 30 2 35 0.30 

既有给水管为直径 1.2m，壁厚为 15cm

混凝土管，位于地下 3.2m，处于中-粗砂层；

地下联络通道位于地下 7.9m，全部处于砾砂

层。通道与给水管最小净距仅为 3.5m，为避

免通道施工对管线造成过大影响，采用旋喷

加固通道周围 2m 范围内的砾砂，要求加固

后的土体变形模量不低于 100MPa。加固方案

剖面图如图 1： 

 
图 1 加固方案剖面图 

2 计算模型 

本次数值分析采用 Midas-GTS 软件，

Midas-gts 本构模型丰富，方便建立 3 维模

型。本次模型计算所取土体范围为：x 方向

70m，y 方向 24m，z 方向 40m。共有 5272 个

节点，5182个单元。包括 3 层土体，给水管，

联络通道和旋喷加固区。模型图如下： 

 

图 2 三维模型图 

 

 

图 3 网格划分图 

2.1 基本假设 

在计算模型的建立和计算中，进行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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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点假设： 

⑴计算区域假设：+x 和-x 方向取 4.5D（D

为通道直径），y 方向取实际宽度 24m，-z

方向取 3.5D，+z 方向取至地面。 

⑵由于地层变化平缓，假设工程所在位置各

地层（包括地表）均为水平分布。 

 

图 4 给水管变形图 

⑶周围土体本构关系采用基于摩尔-库仑准

则的理想弹塑性模型，土体采用 solid 单元

模拟，混凝土管及通道初期支护采用 plate

单元模拟。 

⑷模拟时，先进行开挖，再以原场应力的 50%

的标准进行应力释放，然后施工初期支护并

释放剩余应力。 

⑸荷载考虑自重及地面超载 20kPa。 

2.2 工况模拟 

考虑整个施工过程，采用如下工况模拟： 

⑴地层在自重应力下达到初始平衡状态。 

⑵钝化给水管线所在位置土体，并考虑应力

释放达到平衡状态，激活混凝土水管。 

⑶激活旋喷加固区域。 

⑷开挖通道处土体，并考虑应力释放达到平

衡状态。 

⑸激活通道的初期支护。 

3 结果分析 

3.1 给水管变形情况 

本次数值模拟的主要内容是对新建地

下通道施工引起既有给水管线的变形进行

预测分析，给出地下通道施工时既有给水管

线的沉降曲线。给水管在通道施工完成后位

移云图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知，给水管线顶部沉降，底部隆起。

提取数据后得出给水管线变形曲线。 

从曲线图 5和图 6 中可知，给水管顶部

受通道开挖影响发生沉降，最大沉降值为

7.968mm，发生在通道正上方，随着远离通

道，给水管沉降逐渐减小，最小沉降值为

5.016mm。给水管线底部受通道开挖影响发 

生隆起，隆起最小值为 0.355mm 发生在通道

正上方，随着远离通道，给水管隆起量逐渐

增大后趋近平缓，最大隆起值为 3.347mm。

采用旋喷加固通道周边土体，将给水管线的

变形量有效的控制在-30mm~+10mm 间，满足

市政管线控制标准，此方案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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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给水管管顶线变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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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给水管管底线变形曲线 

3.2 地下通道初支变形及受力 

地下通道每开挖一定进尺便施工初期

支护，施工时需持续监控初期支护的变形情

况，为二次支护的施作提供依据。初期支护

变形云图如下： 

 

图 7 地下通道变形图 

从图中可知，地下通道初支施工完成后顶部

发生沉降，底部发生隆起。提取数据后得出

地下通道变形曲线。 

从地下通道变形曲线图 8 和图 9 中可

知，地下通道顶部发生沉降，沉降最大值为

8.627mm，发生在通道初始开挖处，随着开

挖掘进，沉降逐渐减小并趋近平缓，最小沉

降值为 6.13mm。地下通道底部发生隆起，隆

起量均为 21mm 左右。由此可见通道施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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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控制初支变形，尤其是通道底部隆起

量不应过大，否则需加强底部初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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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地下通道顶部变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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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地下通道底部变形曲线 

随着开挖进尺，初期支护受力情况也发

生着变化。通过模拟计算得出初期支护应力

分布图。 

 

 
图 10 第一主应力分布图 

 

 

图 11 第三主应力分布图 

从图中可知，初期支护产生的第一主应力最

大值为-424.47kPa，发生在通道的中部两

侧，最小值为-93.15 kPa，发生在通道顶部。

初期支护产生的第三主应力最大值为

-2110.96kPa，发生在通道的中部两侧，最

小值为-476.92kPa，发生在通道顶部。通道

中部两侧受到的压应力最大，顶部受到的压

应力最小，且远小于 C25喷射混凝土的容许

应力，因此初支采用 C25喷射混凝土是安全

的。 

 

4 结论 

⑴ 地下通道开挖后，给水管线最大沉降量

发生在通道正上方管线顶部，但通道周

边土体经过旋喷加固后，管线变形量均

满足市政管线控制标准。 

⑵ 初期支护变形量仍满足规范要求，受到

的压应力小于喷射混凝土容许应力。 

⑶ 施工时需严密监控给水管线、初期支护

和地面的变形发展情况，与模拟分析结

果进行对比，互相验证数据的有效性。 

⑷ 为避免给水管线变形过大，及时施作初

期支护及二次衬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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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开挖对邻近地铁隧道的影响 

黄忠福  李松 

摘  要  在地铁隧道附近进行深基坑开挖必然改变隧道周边地层应力，从而导致衬砌受力变化和变形，对地铁隧道的使用功能

和安全性产生影响。本文结合邻近沈阳地铁一号线某区间隧道的某建筑基坑开挖的工程实例，采用二维数值模拟的方

法，分析了基坑开挖对邻近地铁隧道的影响，对类似的地质条件下类似的工程设计和施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基坑开挖  地铁隧道  内力  位移 

 

近年来，城市地下工程中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基坑工程邻近地铁隧道的情况，由于地

铁对变形的要求极为严格：结构最大位移不

超过20mm，隧道变形曲率半径必须大于 

15000m，相对弯曲不大于1/2500。如何预测

和控制地铁隧道的变形成为此类基坑工程

的难题。本文结合一项邻近地铁的建筑基坑

工程，分析了地铁区间隧道的内力和变形变

化，为今后类似工程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1.工程概况 

沈阳地铁一号线某区间线路全长

1204m，隧道埋深在10～12m之间。本区间隧

道采用矿山法施工，隧道净高5.25m，净宽

4.8m，左右隧道中心线相距13m。衬砌采用

C30模筑混凝土，厚600mm。邻近的建筑基坑

与地铁线路平行，基坑侧壁顶部距离地铁左

线隧道10m，沿地铁隧道方向长约168m，宽

度为30m，深度为11m，基底距离隧道顶部仅

1m。基坑采用放坡开挖，坡角为30°。 

本工程地质为富水砂砾层。该场地地基

主要由第四系全新统和更新统粘性土、砂类

土、碎石类土组成。地下水埋深按 9.4m 考

虑。 

2.隧道施工和基坑开挖的数值模拟 

本文采用MIDAS-GTS对该工程进行数值

分析。隧道覆土厚度为12m，模型上表面取

至地面，下表面取至隧道底部19m，侧向各

取至隧道侧面左右50m。 

地层结构由上到下依次为杂填土、中粗

砂、粉质粘土、粉细砂、砾砂；模型侧面和

底面取位移边界条件，侧面限制水平位移，

底面固定，模型上表面为地表，取为自由边

界，如图 1所示。计算中的土层信息根据岩

土工程勘察报告，以及衬砌的物理力学性质

参数如表 1和表 2 所示。 

单元类型：衬砌采用梁单元模拟，视为

弹性材料；岩土体材料模型采用摩-库仑准

则，用平面单元来模拟。按照实际的土体分

层情况来模拟，将土体分为 5 层。 

 

图1 数值计算模型 

施工过程动态模拟的实现：首先模拟原

始地应力状态，施加重力场，让土体在初始

应力条件下平衡，并将土体的初始位移置

零；然后加固隧道周边地层，钝化隧道内的

土体，施作衬砌，再钝化基坑内土体，模拟

整个施工过程，观察衬砌结构拱顶、侧墙和

底部 A ~ G 8个点的位移和内力来分析基坑

开挖对地铁隧道的影响，如图 2 所示。 

 

图2 A~G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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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土层和材料的物理力学参数 

土层 
厚度

(m) 

泊松

比 

容重

(kN/m³) 

弹性

模量

(MPa) 

粘聚

力

(kPa) 

摩擦

角 

(°) 

杂填土 2.5 0.2 17 9 15 20 

中粗砂 11.5 0.25 17.9 60 1.2 35 

粉质粘

土 
6.7 0.32 19.6 70 30 19 

粉细砂 5.3 0.26 19.4 100 2.5 30 

砾砂 11 0.3 20.4 500 1.5 30 

 

表 2 结构构件材料的力学参数 

结构

构件 

容重

(kN/m³) 

弹性模量

(MPa) 

泊松

比 
说明 

衬砌 25 20×10³ 0.2 
C30钢筋混凝

土 

3.结果分析 

GTS数值分析的重点是研究基坑开挖对

地铁隧道内力和变形的影响，现就计算结果

首先从地铁隧道的变形为研究对象，其次分

析其内力的变化。 

图2和图3给出了地铁隧道施工完成后

的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位移云图，图4和

图5给出了基坑开挖后地层的水平方向和竖

直方向的位移云图，单位为ｍｍ。 

 

图3 地铁隧道开挖后地层的水平位移 

 

图4 基坑开挖后地层的水平位移 

 

图5 地铁隧道开挖后地层的竖直位移 

 

图6 基坑开挖后地层的竖直位移 

 

表3 左线隧道各点水平位移变化(ｍｍ) 

 A B C D 

基坑开挖前 0.5 9.0 -6.4 0.1 

基坑开挖后 -9.7 -1.2 -16.3 -9.7 

 

表4 右线隧道各点水平位移变化(ｍｍ) 

 E F G H 

基坑开挖前 -1.1 5.1 -7.6 -1.3 

基坑开挖后 -8.9 -2.7 -15.1 -8.9 

 

表5 左线隧道各点竖直位移变化(ｍｍ) 

 A B C D 

基坑开挖前 -10.0 -1.4 -3.9 10.4 

基坑开挖后 -9.8 -0.9 -3.5 11.0 

 

表6 右线隧道各点竖直位移变化(ｍｍ) 

 E F G H 

基坑开挖前 -12.6 -3.9 -1.6 10.6 

基坑开挖后 -13.3 -4.6 -2.2 10.1 

 

从图3和图4以及表3和表4可以看出，基

坑开挖对地铁隧道在水平方向上的影响较

大。左线和右线隧道在基坑开挖后均产生了

大约10mm的水平位移。从图5和图6以及表5

和表6可以看出，基坑开挖对地铁隧道在竖

直方向上的影响很小。从图中位移分布可以

看出，基坑开挖完成后，隆起变形以基坑底

部最大，竖向隆起位移达到36.9mm，基坑且

随着坑底以下深度的增加逐渐减小。地铁隧

道由于上方土体的卸荷，产生了一定量的上

抬变形，但相对回弹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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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基坑开挖前衬砌的轴力 

 

图8 基坑开挖后衬砌的轴力 

 

图9 基坑开挖前衬砌的弯矩 

 

图10 基坑开挖后衬砌的弯矩 

 

表7 左线隧道各点轴力变化(kN) 

 A B C D 

基坑开挖前 310.6 649.8 651.0 330.8 

基坑开挖后 264.6 724.0 715.3 286.7 

 

表8 右线隧道各点轴力变化(kN) 

 E F G H 

基坑开挖前 344.3 550.8 611.3 367.6 

基坑开挖后 295.3 619.1 676.7 325.3 

 

表9 左线隧道各点弯矩变化(kN •ｍ) 

 A B C D 

基坑开挖前 7.4 17.7 8.7 -12.6 

基坑开挖后 -18.5 57.3 27.4 -29.5 

 

表10 右线隧道各点弯矩变化(kN •ｍ) 

 E F G H 

基坑开挖前 -2.9 -32.1 -36.4 -12.5 

基坑开挖后 -11.7 8.2 7.2 -24.9 

 

从图7~10和表7~10可以看出，基坑开挖

对地铁隧道衬砌内力的影响较大。衬砌结构

侧墙的轴力在基坑开挖后增加了约10%，而

拱顶和底部的轴力则减少了14%；左线隧道

衬砌结构靠近基坑侧壁，基坑开挖后其各点

弯矩均增加约2倍，右线隧道衬砌结构的弯

矩方向变化明显，其大小却减少了。 

4.结论 

(1) 基坑施工对邻近地铁隧道的影响主要

是侧向变形以及坑底隆起两部分，由于本工

程距离地铁隧道有一定的距离，坑底隆起对

邻近地铁隧道的影响有限； 

(2) 基坑施工对地铁隧道衬砌的内力影响

较大，建议基坑施工加强侧壁支护，以减少

隧道衬砌的内力； 

(3) 综合采取可靠设计、施工措施、参数试

验、加强结构监测及检查等措施，最大程度

的实施信息化施工，可有效掌握隧道变形状

况，并控制基坑施工对地铁隧道的不利影

响。 

(4) 基坑工程附近的地铁隧道变形的控制

设计与施工是一个综合性的岩土工程问题，

如何通过设计分析、施工工艺、现场监测和

数值模拟相结合对其变形机理进行系统化

的分析，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 邵华，王蓉.基坑开挖施工对邻近地铁影响的实测分析

[J]，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2011,7（1）：1403-1408. 

【2】 李平，杨挺，刘汉龙，王义，陈育民. 基坑开挖中既

有下穿地铁隧道隆起变形分析[J]，解放军理工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2011,12（5）:48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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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挖隧道围护结构抗浮设计 

马  荣 

摘  要  根据相关规范，阐述了抗浮计算原理。分别以双流机场隧道 D1K173+335～D1K173+400 围护桩段及 D1K179+600～

D1K179+650 全放坡段为例，检算了是否需要抗拔处理，对需要抗浮处理的段落验算抗拔处理方式是否满足抗拔要求。

通过检算，两段均需进行抗拔处理，并分别通过增加围护桩段冠梁界面尺寸及在全放坡段增设抗拔桩的方式来满足抗

拔要求，通过验算，两种处理方式均满足抗拔要求。 

关键字   明挖  隧道  基坑  围护结构  抗浮 

 

1 工程概况 

双流机场隧道地处成都平原区，地形平

坦开阔，地面高程 488～494m，相对高差 2～

6m。隧道于簇马路附近进洞，于大件路右

侧邓家院子附近出洞，全长 6540m，其中

D1K173+260～D1K175+998 为双流 1 号隧

道，D1K175+998～D1K176+941 为双流车站

隧道，D1K176+941～D1K179+730 为双流 2

号隧道。整座隧道埋深一般 12～17m，进出

口附近较浅。隧道上覆第四纪粘土，下部为

砂卵石及泥岩，地下水位埋深 2～6m。 

2 抗浮计算原理 

据《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基桩的抗拔承载力按如下公式计算： 

Nk= Tuk/rs+ Gp          （1） 

式中： 

Nk：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基桩拔力； 

Tuk：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Gp：基桩自重，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度。 

其中，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按如

下公式计算： 

uk i sik i iT q u l        （2） 

式中： 

ui：桩身周长； 

qsik：桩身表面第 i 层土的抗压极限侧阻力标

准值； 

λi----抗拔系数，本计算取值 0.5。 

3 抗浮设计 

3.1 围护桩段抗浮设计 

D1K173+335～D1K173+400 段基坑深

度为 13.6m 左右，冠梁标高为 490.61m，地

表覆土 1.33m 左右。通过经济及施工工期等

方面的综合比较，该段采用挖孔桩方案进行

围护。挖孔桩直径 1.2m，间距 2.4m，采用

C30 钢筋混凝土，基底设 20cm 厚 C20 素混

凝土垫层。钢支撑采用 Φ609（δ=14mm）钢

管，围檩采用 56a 双拼工字钢。钢支撑预加

应力：第一排钢支撑 200kN、第二排钢支撑

200kN、临时钢支撑 100kN。混凝土支撑及

围檩采用 C30 钢筋混凝土，砼支撑截面尺寸

60cm×80cm（宽×高），脚撑尺寸 40cm×60cm

（宽×高），砼围檩截面尺寸 60cm×80cm（宽

×高）。基坑顶部刷坡坡度为 1：1。坡面采

用网喷混凝土进行防护。桩间边坡防护参

数 ： 喷 C20 砼 厚 8cm ， 钢 筋 网

Φ8@25cm×25cm，Φ42 钢花管长 3m，壁厚

3.5mm，倾角 15°，间距 1.5m×1.5m，梅花

形布置，如图 1 所示。 

图 1 横断面 

(1)抗浮检算 

通过计算每延米隧道基底所受总浮力

及衬砌自重和土重，可知衬砌结构所需抗浮

力大小，并以此反算临界填土高度，以此判

断是否需要进行抗浮处理。计算过程如表 1

所示。抗浮力安全系数根据《成都地区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51/T5026-2001）

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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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抗浮验算表 

结 

构 

参 

数 

衬砌外半径(m) 7.54 底板厚度(m) 1.1 边墙厚度(m) 0.85 

衬砌内半径(m) 6.74 拱部厚度(m) 0.8 衬砌宽度 L(m) 13.4 

衬砌外角度 α1(°) 62.6972 衬砌外高度 H(m) 10.72 内轨顶面高度(m) 0.52 

衬砌内角度 α2(°) 60.2581 内边墙高度(m) 0.48 外轮廓 Vy(m
2
) 128.00 

衬砌内高度 h(m) 8.3 内边墙宽度(m) 0.84 内轮廓 Vn(m
2
) 91.26 

拱部两侧土面积(m
2
) 15.65  

材料参数 重力 浮力 临界填土高度（m） 

砼容重 γc(KN/m
3
) 25 衬砌体积(m

3
) 36.73 衬砌排水体积(m

3
) 128.00 

2.84 水容重 γw(KN/m
3
) 10 衬砌自重+土重(KN) 1059.20 安全系数 K 1.2 

回填土容重 γs(KN/m
3
) 19 总重力(KN) 1059.20 总浮力(KN) 1535.94 

该段覆土厚度 1.33m 小于临界填土高

度 2.84m，固需进行抗浮处理。 

每延米需要的抗浮力标准值为 273.06 

kN。 

(2)抗浮设计检算 

抗浮处理方式：原设计冠梁截面尺寸为

120cm×100cm（宽×高），现拟将截面尺寸

调整为 150cm×100cm（宽×高），通过增加

冠梁自重的来满足抗拔要求。 

围护桩桩径 1.2m；桩长 16.7m，横向布

置 2 根，纵向按 2.4m 间距布置，嵌固深度

按照最小嵌固深度 4m 考虑，上部不考虑摩

阻力。桩周按强风化泥岩层考虑，根据地勘

资料，桩周极限摩阻力取 120kPa。 

压顶梁自重 W 压 =54 kN 

围护桩自重 W 围 =283.17 kN 

Gp=54+283.17=337.17 kN 

由公式（2）可知 Tuk=904.32 kN 

由公式（1）可知 Nk=789.33 kN 

根据桩的布置方式，以 2.4m 为一个段

落来考虑桩的抗拔力计算： 

（1）长度 2.4m 范围内衬砌所受浮力标

准值为 655.34kN； 

（2）长度 2.4m 范围内衬砌对应 2 根围

护桩承载力标准值为 1578.66 kN。 

(3)结论 

由以上计算结果，抗拔桩承载力标准值

=1578.66 kN >抗浮力标准值 655.34 kN；满

足要求，故增加冠梁截面尺寸的方式满足抗

拔要求。 

3.2 全放坡段抗浮设计 

D1K179+600～D1K179+650 段基坑深度在

13.7m~15.3m 左右。通过经济及施工工期等

方面的比较，该段采用全放坡方案进行围

护。边坡采用锚网喷防护。喷 8cm 厚 C20

砼，Φ8 钢筋网格间距为 25cm×25cm，锚管

采用 Φ42 钢花管，壁厚 3.5mm，间距

1.5m×1.5m，每根锚管长 3.5m，梅花形布置，

锚管与钢筋网片可靠焊接。喷砼施工时，初

喷 4cm，挂钢筋网，然后喷至设计厚度。基

底设 20cm 厚 C20 素混凝土垫层。坡面设置

排水管，排水管采用 Φ50竹制排水管，长度

L=0.5m，用土工布反滤，向下倾斜 10°，间

距 3m×3m，梅花形布置。排水花管排水直

径 6～8mm，纵向间距 10cm，交错布置。

基坑开挖至基底后施作抗拔桩。抗拔桩采用

Φ800mm 钻孔灌注桩，桩长 6m，沿线路方

向间距 5m 一排，每排 2 根，桩身采用 C30

耐腐蚀钢筋混凝土。上下两片钢筋网片搭接

长度为一个网格，采用焊接连接。<3-1>粉

砂层，<4-1>中砂层开挖过程中应及时施作

防护，锚管加长至 5m。 

(1)抗浮检算 

通过计算判断该段是否需要进行抗浮

处理，抗浮力安全系数则根据《成都地区建

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51/T5026-2001）

取 1.2。计算过程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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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横断面 

表 2 抗浮验算表 

结 

构 

参 

数 

衬砌外半径(m) 7.42 底板厚度(m) 1.1 边墙厚度(m) 0.85 

衬砌内半径(m) 6.62 拱部厚度(m) 0.8 衬砌宽度 L(m) 13.2 

衬砌外角度 α1(°) 62.8089 衬砌外高度 H(m) 10.66 内轨顶面高度(m) 0.52 

衬砌内角度 α2(°) 60.2581 内边墙高度(m) 0.48 外轮廓 Vy(m
2
) 125.50  

衬砌内高度 h(m) 8.24 内边墙宽度(m) 0.84 内轮廓 Vn(m
2
) 89.19 

拱部两侧土面积(m
2
) 15.21  

材料参数 重力 浮力 临界填土高度（m） 

砼容重 γc(KN/m
3
) 25 衬砌体积(m

3
) 36.31 衬砌排水体积(m

3
) 125.50 

2.77 水容重 γw(KN/m
3
) 10 衬砌自重+土重(KN) 1044.72 安全系数 K 1.2 

回填土容重 γs(KN/m
3
) 19 总重力(KN) 1044.72 总浮力(KN) 1506.00 

该段覆土厚度在 1.1m~2.7m 之间，小

于临界填土高度 2.77m，固需进行抗浮处理。 

每 延 米 需 要 的 抗 浮 力 标 准 值 为

235.56kN。 

(2)抗浮检算 

抗拔桩参数：桩径 0.8m；桩长 6.0m，

横向布置 2 根，纵向按 5.0m 间距布置；由

于桩周均为卵石土层，根据地勘资料，桩周

极限摩阻力按 150kPa 考虑。 

抗拔桩自重 W 抗=45.24 kN 

Gp= W 抗 

由公式（2）可知 Tuk=1130.4 kN 

由公式（1）可知 Nk=610.44 kN 

根据桩的布置，以 5m 段落考虑桩的抗

拔力计算： 

（1）长度 5m 范围内衬砌受到的浮力

标准值=5×235.56=1177.8 kN； 

（2）长度 5m 范围内 衬砌对应 2 根抗

拔桩承载力标准值=2×610.44=1220.88 kN； 

(3) 结论 

由以上计算结果，抗拔桩承载力标准值

=1260.06 kN>浮力标准值=1120.88 kN；满足

要求，故设计拟定抗拔桩尺寸满足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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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裴豪杰.地下结构的抗浮设计探讨[J].福建建筑,2004(85) 

【3】 土力学地基基础（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 年. 

【4】 JGJ94-2008,《建筑桩基技术规范》[S]. 

【5】 JGJ120-99,《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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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裂缝对洞室围岩稳定性影响的理论研究 

苏艳良  邢 诚 

摘  要  本文以西安地铁的基本地质情况为工程背景，分析了地裂缝与洞室围岩稳定性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了 ANSYS 分析软

件，对穿越地裂缝处的洞室开挖进行了模拟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地裂缝处与非裂缝处围岩－支护系统的应力、应变变

化情况，来确定地裂缝对洞室的稳定性影响。当洞室开挖到裂缝处时，围岩的位移、应力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造成洞

顶的塌落与侧壁的滑塌。因此在洞室开挖过程中，地裂缝对洞室的破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当开挖至地裂缝处时，

应做好优化施工步骤，采取加固围岩的方法保证施工的安全。 
关键词   地裂缝  围岩稳定性  ANSYS  数值模拟  弱面 

 

 

0 引言 

有限元方法以其独有的适用条件在岩土

工程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已可以处理几乎任意

复杂的边界条件、介质的各种非线性特征，以

及复杂的加载形式等。在许多工程问题中应用

线弹性理论进行处理已可达到工程上的精度

要求。但对大部分岩土工程问题，仅用线弹性

理论计算是不合适的，此时需要考虑岩土体的

非线性特征。非线性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即

几何非线性和材料性态的非线性。几何非线性

问题即大位移问题。大位移的特点就在于不允

许再忽略位移导致的几何形状改变对平衡状

态的影响。材料的非线性是指材料的物理性质

是非线性的。岩石及土的弹—塑性性质、流变

性质及温度有关的材料性态的变化均属材料

非线性问题。因此，对岩土工程问题进行非线

性有限元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的主要内容利用 ANSYS 分析地裂缝

存在的条件下对洞室稳定性的影响，分析有无

裂缝情况下地下洞室开挖后的应力、应变变化

情况。 

1 遗传神经网络智能算法 

首先，建立任意四边形单元和母单元之间

的坐标映射函数。母单元是边长为 2 的正方形

单元，其形心位于坐标的 o  原点， o  坐

标系称为单元局部坐标系， 为单元的整体

坐标系，如图 3－1 和图 3－2 所示。适当地选

用坐标变换函数： ( , )x x   ： ( , )y y   。

将原 xoy 坐标系中的不规则四边形变为 o 

坐标系中的正方形，然后在局部坐标系 o 中

选取完备、连续的位移插值函数，在正方形单

元的各点可以进一步求出应变、应力及单元刚

度矩阵，最后再根据两个坐标系的函数关系，

得到 xoy 坐标系内对应的数值。 

 

图 3－1 单元整体坐标系      3－2 单元局部坐标系 

整体坐标系和局部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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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简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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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元位移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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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式中， iu 、 iv 为单元中用整体坐标系表示

的结点水平位移和竖直位移。 

由于位移函数与坐标变换函数都采用同

一形式的形函数 ( , )iN   进行插值，所以称这

类单元为等参单元。 

2  工程应用 

2.1  工程概况 

西安市在建地下洞室的过程中往往会遇

到地裂缝带来的灾害，特别是近几年西安地铁

建立工程中遇到了多条地裂缝的影响，给施工

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在国际上很少见，国内

也无先例。近年来由于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加

剧了地裂缝的运动，其中运动较大的一条地裂

缝，据以往的观察，每年上下相对移动可达4cm

左右。本章用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对洞室进行工程分析。 

西安市地铁埋深一般在 20m 左右，地下部

分除潘家村到玉祥门一段处于二级阶地部位，

区域都处于稳定性及力学性质较好的离石黄

土层中。因此可以取地铁洞室围岩物理力学指

标为：C：25～41KPa， ：22 ~ 28，地下

水为在洞室间取 10～18米。 

规划的西安地铁一号线从后围寨—纺织

城，这是西安市东西主客流走廊，向西延伸12.5

公里至咸阳市人民广场，为西咸一体化创造有

利条件;向东延伸 17.4 公里至临潼秦兵马俑博

物馆。一号线建成后，预计客运量为 40.9 万人

次/日，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为 1.68 万人次/

小时，远景年为 4.2万人次/小时。线路全长 23.9

公里，设车站 17 个。 

规划的西安地铁二号线从铁路北客站—

韦曲，这是西安市南北向主客流走廊，线路通

过铁路北客站、行政中心、经济开发区、钟楼、

小寨商业文化中心、高新开发区、曲江新区、

西安国际展览中心、长安区等大型客流集散

点，与一号线构成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十字骨

架，是线网中的骨干线。建设二号线客运量为

47.9 万人次/日，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为 1.83

万人次/小时，远景年为 3.78 万人次/小时。线

路全长 26.4 公里，设车站 20 个。 

西安地铁一号线区间共遇到 4 条地裂缝，

二号线区间遇到 11 条地裂缝。取其中的一段

典型的带有地裂缝的隧道进行分析，通过无地

裂缝处的洞室应力应变结果及有地裂缝处的

应力应变来分析地裂缝对洞室围岩稳定性的

影响。 

2.2计算模型及条件 

根据以上建模方法和力学参数，选取一段

中间跨越地裂缝的隧道，洞室的埋深为 20m。

围岩单元选择的是 SOLID45，衬砌单元选择的

是 SHELL63。 

洞室的开挖相对于整个地应力场来说是

一个卸载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模拟采用邓肯(J. 

M. Duncan)等人提出的“反转应力释放法”，即

把沿开挖作用面上的初始地应力反向转换成

等价的“释放荷载”，然后施加于开挖作用面

进行有限元分析。 

由于岩土材料采用 Drucker-Prager 屈服准

则在数值计算中效果较好，并且该准则能较好

的描述岩土材料的破坏行为，在岩土领域内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本论文的计算采用

Drucker-Prager 屈服准则模拟洞室围岩稳定性。 

整个洞室的开挖过程分三步来实现，第一

次进尺开挖模拟分析时未穿越地裂缝，不受地

裂缝影响；第二次进尺开挖时穿越了地裂缝；

第三此进尺后整个洞室开挖完毕。洞室的开挖

在模型中采用单元生死技术来控制。具体开挖

过程如图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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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未开挖阶段 

 
图 2－2 第一次进尺开挖 

 
图 2－3  第二次进尺开挖（穿越地裂缝） 

 

 

图 2－4  第三此进尺开挖 

（2）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的约束在ANSYS 中采用以下方法： 

①模型的左右边界施加X 和Z 方向的约束； 

②模型的底面施加固定约束； 

③模型的上边界为自由面，且只考虑自重作

用。 

（3）介质力学参数 

组成地下洞室区的围岩主要为黄土，在水

的作用下有很强的湿陷性；将地裂缝作为弱面

处理，给予一定的参数属性。 

3．结论 

本文以西安地铁的基本地质情况为工程

背景，分析了地裂缝与洞室围岩稳定性之间的

关系。 

首先利用了 ANSYS 分析软件，对穿越地

裂缝处的洞室开挖进行了模拟研究，通过对比

分析地裂缝处与非裂缝处围岩－支护系统的

应力、应变变化情况，来确定地裂缝对洞室的

稳定性影响。当洞室开挖到裂缝处时，围岩的

位移、应力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对于洞顶的沉

降量来说：在非裂缝处，由于隧道的开挖所引

起的围岩沉降为 30mm，而当穿过裂缝处时，

由于隧道的开挖所引起的围岩沉降大约为

38mm，从位移的角度看来，沉降量增加了

8mm；对于洞侧壁的水平方向变形来说：在非

裂缝处，由于隧道的开挖所引起的围岩测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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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约为 3mm，而当穿过裂缝处时，裂缝两侧由

于隧道的开挖所引起的围岩测向变形约为 6～

8mm，沉降量增加了 3～5mm。因此，地裂缝

对隧道的稳定性有着决定性的因素。 

对于应力来说：在非裂缝处，洞顶产生的

拉应力为 0.139MPa，在裂缝处，洞顶产生的拉

应力为 0.765MPa；应力降低的情况表现为，在

地裂缝附近最大主应力值较低，而随着距地裂

缝的距离增加，应力逐渐恢复为区域应力值，

趋于稳定，这是由于地裂缝活动而释放了能

量。剪应力在地裂缝带交汇处比较集中，随着

远离地裂缝处，主应力逐渐增大，剪应力也增

大。 

鉴于以上分析来看，地裂缝对洞室的破坏

可能为洞顶的拉张破坏与洞室侧壁的剪切破

坏，具体变形为洞顶的塌落与侧壁的滑塌。在

洞室开挖过程中，地裂缝对洞室的破坏具有决

定性的作用，所以，当开挖至地裂缝处时，应

做好优化施工步骤，采取加固围岩的方法保证

施工的安全。 

其次将地裂缝作为一个弱面处理，通过理

论分析地裂缝与地铁洞室的稳定性关系，寻找

地裂缝对洞室稳定影响的最不利位置，确定围

岩剪裂区范围，从而确定洞室围岩最容易破坏

位置，为施工提供参考依据。首先以弹塑性理

论为依据导出弱面的破坏准则，并以此为基础

得出弱面对洞室产生剪切破坏时的最不利角 

度为 451 2





   ，不同倾角的弱面的剪裂区位

置和范围，然后结合通过西安地铁 1 号线之上

的两条地裂缝D1、D2 进行实际计算，得出西

安地裂缝对地铁洞室产生剪切破坏时的最不

利角度约为51，即地裂缝与给定坐标轴的夹

角51的地方，就是地裂缝对地铁洞室产生剪

裂破坏而形成的剪裂区最大的地方。 

4．展望 

（1）在利用ANSYS 分析地裂缝对围岩稳

定性影响时，只考虑了地裂缝一个单纯因素，

而未考虑其他因素，然而影响洞室围岩稳定性

的因素有很多。西安市地下隧道的围岩主要为

黄土，在水的作用下有很强的湿陷性，因此地

下水对围岩的稳定性影响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未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无疑将会给分析带来

一定影响。 

（2）西安市地裂缝对洞室围岩破坏机理

比较复杂，可以归结为动态和静态两方面的影

响，然而在模拟分析与理论分析时，将地裂缝

视为静态，主要研究地裂缝处于静态时对地铁

洞室围岩稳定产生的影响，井没有分析由于地

裂缝的不断运动对洞室围岩的破坏效应。 

（3）在理论研究时，由式 tan 2p C

ap




 
 求

得的剪裂区边界线没有考虑剪裂后所引起的

应力转移，因此按上式算出的剪裂区范围总要

比实际剪裂区小。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可通过

有限元法进行计算，以获得较为准确的剪裂区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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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隧道围岩力学参数位移反分析研究 

赵忠亮  郑 哲  王春雷  苏艳良 

摘  要  依靠传统的室内试验及原位测试获取的岩土材料力学参数无法满足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的精度要求。本文提出用有限

元数值计算与遗传神经网络智能算法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智能位移反分析系统，并利用现场监测数据对围岩参数进行识

别。生成训练样本时引入正交设计法对试验方案进行设计，保证了网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最后将其应用到实际工程

中，验证了该方法的可靠性及适用性。 
关键词  力学参数  反分析  遗传神经网络 

 

0 引言 
目前岩体力学参数取值通常依靠室内

试验及现场测试。但该方法具有耗费大量人

力和物力等缺点，且所得试验参数不能反映

整个工程岩体的断层、节理等特性
[1]
。在工

程施工过程中，岩体力学参数表现出显著的

时空效应，仅依靠传统的方法确定力学参数

无法满足理论研究和工程实际的要求，此时

用反演分析法方能确定岩土体力学参数
[2]
。

它结合了理论解析法与实测法，利用施工期

间位移量测数据反演岩体力学参数并将其

作为数值分析的输入条件进行支护结构设

计及围岩稳定性预测。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基于遗传神

经网络算法的智能位移反分析系统。通过遗

传神经网络智能算法和现场监测数据相结

合的方法，对隧道围岩力学参数进行识别。

最后运用到实际工程中验证了该方法的可

靠性性及准确性。 

1 遗传神经网络智能算法 

人工神 经 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是由神经元相互联接而成的

自适应非线性动态系统。由大量结构和功能

比较简单的神经元组合产生的系统行为非

常复杂。人工神经网络反映了人脑功能的若

干基本特性,但并非生物系统的逼真描述,

只是某种模仿、简化和抽象。近年来，人工

神经网络已成功地应用在岩土力学位移反

分析、力学参数的反演求解；桩基、深基坑

工程中桩极限承载力、基坑变形程度预测和

边坡稳定性预测。神经网络现已渗透到土木

工程、岩土工程中应用的各个方面，显示其

在解决该方面问题的有效性。 

针对 BP 神经网络易陷入局部极小值和

训练时间过长等缺点，利用遗传算法全局寻

优能力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权值和阈值。基

于MATLAB软件编制了遗传算法-神经网络智

能反分析系统。 

 

输入层  隐含层 输出层 

图 1 前向网络模型 

2  工程应用 

2.1  工程概况 

某岩质隧道位于重庆市巴南区，该隧道

上下行分离设置，分离式路基设计线间距

36m，隧道轴线间距 47 m，受平曲线影响，

进口段隧道轴线之间的距离由 47 m 渐变为

43.03 m，出口段隧道轴线之间的距离由 47 m

渐 变 为 35.32 m 。 左 线 隧 道 长 1208 

m(LK73+749~LK74+957)，右线隧道长 1 216 

m(K73+749~K74+965)，属长隧道。采用上下

台阶法开挖，台阶长度为 10m。选取 III 级

围岩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力学参数进行识

别。 

2.2 训练样本的生成 

FLAC3D 3.00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
Minneapolis, MN  USA

Step 73  Model Perspective
08:56:35 Wed Apr 25 2012

Center:
 X: 1.305e+001
 Y: 1.878e+001
 Z: -5.312e+001

Rotation:
 X:  20.000
 Y:   0.000
 Z:  30.000

Dist: 1.862e+002 Mag.:      1.2
Ang.:  22.500

Block Group
None
tunnel up
tunnel down
concrete liner up
concrete liner down
rock

 
图2 数值计算模型 

建立岩体力学参数与围岩之间的非线

性映射关系需要一定数量的样本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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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训练，并且训练样本的大小及整体均匀

性都会影响神经网络的预测精度。针对上述

问题采用正交设计法对III级围岩力学参数

进行样本设计并代入数值计算模型中获取

关键点的位移，建立智能反演系统的训练样

本。 

根 据 《 铁 路 隧 道 设 计 规 范 TB 

10003—2005》，对选取的 III 级围岩力学参

数进行正交设计，并将设计好的围岩力学代

入到有限元计算程序中，对水平收敛位移和

拱顶下沉进行计算。25 组试验方案及其数值

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正交试验组合训练样本 

参数 

 

样本 

E 

Gpa 

泊松 

比μ 

黏聚 

力 c 

Kpa 

内摩擦

角φ

（°） 

有限元计算值（mm） 

拱顶下

沉 

水平 

收敛 

1 6 0.35 700 40 -6.445 3.02 

2 6 0.375 900 42.5 -6.417 4.066 

3 6 0.4 1100 45 -6.424 5.16 

4 6 0.425 1300 47.5 -7.537 8.11 

5 6 0.45 1500 50 -7.675 9.39 

6 9.5 0.35 700 40 -5.322 2.62 

7 9.5 0.375 900 42.5 -5.301 3.472 

8 9. 5 0.4 1100 45 -5.306 4.36 

9 9.5 0.425 1300 47.5 -5.347 5.286 

10 9.5 0.45 1500 50 -5.43 6.252 

11 13 0.35 700 40 -4.534 2.304 

12 13 0.375 900 42.5 -4.514 3.022 

13 13 0.4 1100 45 -4.52 3.732 

14 13 0.425 1300 47.5 -4.284 4.552 

15 13 0.45 1500 50 -4.625 5.362 

16 16.5 0.35 700 40 -3.955 2.05 

17 16.5 0.375 900 42.5 -3.931 2.674 

18 16.5 0.4 1100 45 -3.936 3.322 

19 16.5 0.425 1300 47.5 -3.96 3.996 

20 16.5 0.45 1500 50 -4.028 4.694 

21 20 0.35 700 40 -3.496 1.846 

22 20 0.375 900 42.5 -3.482 2.396 

23 20 0.4 1100 45 -6.428 5.158 

24 20 0.425 1300 47.5 -3.513 3.56 

25 20 0.45 1500 50 -3.567 4.174 

 

 

图 3 BP 训练误差曲线 

将现场监测到的断面 LK73+819 的拱顶

下沉量和水平收敛值代入智能位移反分析

系统，即可得出待反演参数的“等效值”。

本文中围岩力学参数分别为：弹性模量 E 为

8.23GPa、泊松比为 0.361、内摩擦角为

43.8°、粘聚力 C 为 0.92MPa。 

3 结论及建议 

隧道开挖之前准确地确定围岩力学参

数、边界条件、初始地应力、最优开挖方案

和支护参数是非常困难的，因而一般的初步

设计多数为根据工程经验进行取值计算，因

此盲目性、不经济性与安全隐患是不可避免

的。智能位移反分析不仅仅在于对工程范围

内岩体初始地应力和力学特性参数的估计，

更重要的是同现场监测技术及工程稳定性

分析相结合，对工程的可靠度作出合理的评

价和预测，并对施工中的工程进行支护参数

和方案的反馈设计等，使数值解答能有效的

用于工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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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长大桥梁逃生结构构造及事故救援研究 

李茂鹏 

摘  要  随着国内高速铁路的大规模修建，列车行车速度不断提高，长大桥梁占线路的比例也不断增大。如何确保事故发生后

人员的安全疏散救援，已成为高速铁路长大桥梁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针对桥梁特点，提出了四种列车桥上逃生模式：

柔性滑道逃生模式、逃生墩模式、塔楼逃生模式、梯道逃生模式，并对以上逃生模式的设计标准提出了相应的参考。 
关键词  桥梁；桥上逃生；事故救援；安全疏散 

Research on the escape structure and accident rescue of 

long-span railway bridge 

Li-Maopeng 

Abstract  With the large-scale building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in domestic, the train speed enhances all the ways. And the proportion 

of long-span bridges in the lines is also enhances all the ways. How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assengers after the accident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long-span railway bridge.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railway bridge, four escape 

modes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such as flexible slide escape model, pier escape model, tower escape model and ladder 

escape model. 

Keywords  Bridge; Bridge escape; Accident rescue; Safe evacuation 

 

0.前言 

高速铁路桥梁中长大桥梁所占比例较

大（图 1）。以京沪高速铁路为例，徐州至上

海段正线桥梁共 135 座,总桥长 521.9 km,

占正线长度 642.522km的 81.23%。其中超过

10km 长度的桥梁共 8 座，总桥长 405 km,占

桥梁总长度的 78% ,苏锡常特大桥全长

164km，为京沪高速铁路最长的桥梁。 

高速铁路的最重要的特点是高速度、高

密度，目前世界范围已建成或在建的高速铁

路，其基础设施一般按 300~350km/h 的设计

速度进行修建。我国京沪高速铁路的运营速

度目标为 300km/h，基础设施按 350km/h 设

计
[1]
。国外高速列车追踪列车间隔时间，普

通可以达到 3min，并向 2.5min 发展,我国京

沪高速铁路追踪列车间隔按 3min 设计
[2]
。 

如此高速度、高密度，再考虑到桥梁在

线路中所占比例之大，因此可以确定在同一

时刻，在整个线路上必定有一辆列车在桥梁

上运行。因此当列车因特殊原因（地震、泥

石流、雪灾、火灾等）需长时间滞留在桥梁

上时，安全、及时、快速地把旅客疏散到地

面上是尤其必要的。 

 

图 1 已建高速铁路桥梁所占线路比例
[3]
 

1.高速铁路长大桥梁疏散救援特点 

总结起来，当列车在高速铁路长大桥梁 

上出现停车状况须对人员进行疏散救援时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列车因故停车的原因有几个：1) 

列车发生火灾；2) 列车发生技术故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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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因遭受自然灾害（如地震、泥石流引起

的山体滑坡、冰灾、雪灾等）造成线路长时

间无法通行。 

（2）桥梁为封闭狭长型的空间场所，

一旦发生停车事故，救援非常困难。 

（3）从以往统计来看，列车发生桥上

事故的概率较小，并且具有位置上的不确定

性。但随着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长大桥

梁越来越多，列车速度越来越快，行车密度

也大大高于以往。因此，可以预见列车发生

桥上事故的概率会有所增大。 

（4）由于列车发生桥上事故具有位置

上的不确定性，若在每座桥梁上配置逃生设

施，投入大、难度高、维护成本高。因此，

要通过概率统计分析确定需要配置逃生设

施的桥梁。 

2.逃生模式研究 

2.1 柔性滑道逃生模式 

该逃生模式在高空逃生中是一种较为

成熟的模式。它依靠一种可以垂直悬挂的袋

式柔性设备来实现快速逃生目的（图 2）。 

 

 

图 2 柔性滑道在高层建筑上的应用 

 

图 3 翼缘板外预留平台示意图 

表 1 柔性滑道主要技术参数 

入口圈尺寸 φ600mm 

离地标距 0.8——1m 

紧急情况下通过人数 20 人／分钟（20m滑道计） 

设计下滑速度 ≤3.5m/s (可调) 

实验拉力 2t 

允许拉力 1t 

柔性滑道应用到桥梁上时，需在桥梁上 预留相应的平台，作为柔性滑道的衔接入



 

25 

口，如图 3 所示。 

2.2 逃生墩模式 

桥墩是连接梁体与地面之间的结构，具

有较大的体积。通过合理的设计赋予桥墩结

构以支撑梁体和承担桥面旅客逃生通道的

双重功能。但考虑建设成本以及突发事件的

发生概率所限，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赋予所

有桥墩以逃生的功能，只能将逃生功能赋予

少量的、按照一定原则分布在沿途的桥墩，

这些具有逃生功能的桥墩可称之为逃生墩

（图 4、5），因此，这便产生了逃生墩这个

概念。 

 

图 4 逃生墩概念图                                     图 5 逃生墩与桥面连接方式 

2.3 逃生塔楼模式 

塔楼逃生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基本可

以脱离桥的制约而独立成体系，这就意味着

塔楼模式不仅可以实现逃生的首要目标，而

且还可以从景观和文化的角度赋予其更多

的内涵。塔楼模式的设计标准容易制定，无

论从设计的角度或施工的角度都很容易实

现，施工难度小，施工质量容易得到保证，

在地震当中生存下来的能力较强。 

 

图 6 塔楼逃生模式 

2.4 梯道逃生模式 

梯道逃生模式可以认为是塔楼逃生模

式的一种补充，通过参考城市中过街天桥的

结构形式而设计的一种疏散救援设施。该设

施同时可以作为高速铁路长大桥梁检查通

道使用。如图 7、8 

 

图 7 梯道简易图（顺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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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梯道简易图（折返式） 

3 逃生设施在线路桥梁中位置的选取 

从工程经济性和事故概率的角度考虑，

逃生设施不可能在整条线路中的所有桥梁

上都设置，这样既不经济，也没有必要。因

此，对于需设置逃生设施的桥梁，从桥梁长

度和桥梁所处地理位置两方面综合考虑，合

理选取，以期达到经济、合理、有效的效果。 

3.1 从桥梁长度方面考虑逃生设施位置的选

取 

从直观角度考虑，逃生设施应该在大于

列车长度的桥梁上布置，因此，我们从列车

长度、列车制动距离、人行速度等方面综合

考虑，来确定应设置逃生设施的桥梁长度。 

3.1.1 列车的影响 

根据表 2 数据，选取最大制动距离为

2000m，考虑最不利情况，假定列车在采取

制动措施时处于桥台位置，那么只有在桥梁

长度大于 2000m 的情况下，列车在停车时才

会处于桥梁上。但列车出现紧急停车和采取

制动措施处于桥台位置的假设都是小概率

事件，最大可能是列车在采取制动时处于桥

梁上某一位置，综合考虑，假定列车在桥梁

中间位置采取制动，根据制动距离得到在桥

梁长度大于 4000 米的情况下，列车在停车

时会处于桥梁上 

表 2 我国高铁机车的主要四种型号 

列车型号 列车长度（m） 定员（人） 制动初速度（km/h） 制动距离（m） 

CRH1 213.5 670 200 ≤2000 

CRH2 204.9 610 200 ≤1800 

CRH3 200.67 601 -- -- 

CRH5 211.5 604 200 ≤2000 

3.1.2 人行速度的影响 

我国防火规范中对普通人群在紧急情

况下疏散时平地上的行走速度取 1.3m/s。考

虑到桥上疏散的特殊性（封闭性、距离地面

高度造成的人群恐惧感），行走速度取 1m/s，

那么人群在桥面上行走 1000m 所需时间约

17 分钟。我们根据人群疏散理论粗略计算了

利用逃生设施进行人群疏散时所需时间，约

为 12 分钟。当逃生设施的设置间距为 400m

时，假定列车停车位置距离桥台 1000m，现

在比较利用逃生设施和在桥面上直行到达

桥台两种疏散方式的疏散时间。两种疏散方

式所需时间相差不大，考虑到在桥面上直行

疏散更为流畅，可控性较强，因此在距离桥

台位置 1000m 内不设置逃生设施。 

综合考虑列车长度、列车制动距离、人

行速度的影响，规定桥梁长度 L≥6000m 时

设置逃生设施较为合理。如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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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逃生设施与桥梁位置关系 

3.2 从线路受灾概率方面考虑逃生设施位置

的选取 

受灾概率的估测是铁路自然灾害宏观

预警的一个重要内容，通常用概率统计方法

来计算受灾概率，进而以划分出安全区、警

戒区和危险区来实现铁路自热灾害的宏观

预警，现介绍如下
[4]
： 

lim
N

m
p

N
  

式中 p —受灾概率； 

N —风险单位统计时间； 

m —风险单位受灾的时间单位个数； 

风险单位的确定方法很多，一般视实际

情况而定，其中以铁道部调度中心《全国铁

路各线区间通过能力》划分的区段作为统计

的风险单位，实际操作性较强，便于对损失

计算进行比较。定义风险度 R 为受灾发生概

率 P 和后果严重程度（即受灾损失）C 的函

数，即 ( , )R F P C ,且 0≤R≤1。 

特征函数风险度的含义是指：（1）灾害

发生与否越是难以把握，则风险度越大；（2）

一旦发生灾害，造成的后果越严重，则风险

度越大。 

根据以上理论得出不同预警区域：R＜

0.5 为安全区；0.5≤R＜0.7 为警戒区；R≥

0.7 为危险区。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逃生设施应在处于

线路中警戒区和危险区的桥梁（L≥6000 米）

中重点设置，以达到既安全有效又经济的目

的。 

4 结语 

本人通过研究我国已建和在建高铁中

长大桥梁所占线路的比例，提出了对列车事 

故下救援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四种

逃生救援方案，由于受试验条件的限制未对

这四种方案的逃生效率和可行性进行比较。

通过考虑列车因素，人行速度和线路受灾概

率等，初步确定了逃生设施应在处于线路中

警戒区和危险区的桥梁（L≥6000 米）中重

点设置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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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广场基坑工程桩锚支护数值模拟分析 

郭 龙    郑 毅 

摘  要  本文以FLAC3D有限差分程序作为软件平台，以沈阳恒隆广场基坑工程为背景，对其进行开挖过程有限差分数值模拟研

究。应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基坑开挖过程的稳定性进行工况分析，并根据现场监测数据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了对比，验

证数值模拟方法的可靠性，为该工程及类似工程提供施工参考。 

关键词  基坑工程 桩锚支护 FLAC3D 数值分析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猛发

展，城市的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

现，向高空发展和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成为

城市化进程中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并由

此带来基坑工程的急剧增长。在基坑工程实

践中，存在着一方面实践超前于理论，另一

方面理论又不能正确反映实际的施工过程

和环境效应的问题。因此，基坑支护理论的

研究和完善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

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1]
 

本文利用三维有限差分软件 FLAC3D 建

立数值模型，对恒隆广场深基坑工程桩锚支

护施工工况进行三维数值模拟，利用数值模

拟结果与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数值

模拟方法的可靠性，为该工程及类似工程提

供参考与依据。 

1 工程概况 

 

图 1.1 场地西南鸟瞰全景图 

沈阳恒隆市府广场位于沈阳市沈河区

市政府广场南面。本工程基坑开挖最深处深

度为 22.05米，基坑占地面积约为 6万平方

米，基坑工程开挖边线近似长方形，长约

300m，宽 200m。基坑土方量约为 122万立方

米。基坑降水采用管井井点降水，设置降水

井 108 口，二级降水，第一级沿基坑周边设

置，共设降水井 87 口；第二级沿塔楼基坑

外边线设置，共设降水井 21 口。基坑整体

降水深度为-22.55 米。工程重要性等级为一

级，场地等级为二级，地基等级为二级，岩

土工程勘察等级为甲级，地基基础设计等级

为甲级。 

2  力学模型的建立 

2.1  土体参数确定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2]
，实际每一土

层的厚度并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在一定的

区间内取值，而且各砂土层的力学参数大同

小异，如果限定土层厚度，多层取值会导致

计算复杂，土层耦合误差大，整合起来取四

层土。由于地勘资料只提供泊松比和杨氏模

量，而在 FLAC3D 运算过程中要用到的是体

积模量（K）和剪切模量（G），他们的计算

公式可以互相转换： 

 
)21(3 


E

K  （2.1） 

 
)1(2 


E

G  （2.2） 

 

经过转换后最终确定本文计算分析采

用的各土层参数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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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土层参数 

层

号 

土

层 

名

称 

土层

厚度

/m 

体积

模量

/Mpa 

剪切

模量

/Mpa 

粘聚

力

/kpa 

内摩

擦角

/ ° 

重度

kN/m
3 

泊松

比

  

1 

杂

填

土 

3.5 7.0 3.2 5 5 18 0.30 

2 

粉

质 

粘

土 

3 18.6 9.0 18 22 18.3 0.30 

3 
中

砂 
8.0 49.8 23.7 0 35.4 18.7 0.25 

4 
圆

砾 
55.5 96.5 38.6 0 37 18.9 0.20 

 

2.2  围护桩单元，锚杆单元的计算参数确

定 

支护桩采用桩单元进行模拟，锚杆采用

锚索单元进行模拟，最终确定桩和锚杆的计

算参数如下： 

表2.2 桩主要计算参数 

密度

/
3mkg  

直径

/m 

长度

/m
 

弹性模量

/pa 

泊松

比  

2500 0.8 20 2.8e10 0.2 

 

表 2.3 锚杆主要计算参数 

钢绞线根

数、直径 

屈

服

强

度

/p

a 

横

截

面

积

/m
2
 

弹

性

模

量

/pa 

外

圈

周

长

/

m 

水泥浆粘结

力

/

1mN  

水

泥

浆

刚

度

/pa 

572 

 

1.32e

7 

0.017

6 

1.95e1

1 

0.47

1 
2.5e5 

1.144e

9 

2.3  模型假定 

（1）假定支护结构变形满足平面应变

问题的基本条件； 

（2）假定支护桩和锚索为完全弹性体，支

护桩采用桩单元，锚索采用锚索单元； 

（3）假定土体为弹塑性材料，模拟其塑性

特 性 时 屈 服 条 件 选 用 莫 尔 — 库 伦

（Mohr-Coulomb）屈服准则，并采用相关的

流动法则。采用大应变变形模式。 

2.4 数值模型的建立 

Z轴

Y轴

X轴

地表

1
0

0
m

500m

300m

图2.1 模型的边界条件 

 

 
图 2.2 土体分层模型 

深基坑开挖的影响范围取决于基坑开

挖的平面形状、开挖深度和土质条件等因

素。计算边界范围的大小对数值计算结果精

度有很大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基坑应力

分布影响区域一般为开挖尺寸的 3～5 倍。

由于模型上下、左右近似对称，计算中只建

立 1/4 模型，选取的模型为基坑西侧和南侧

相邻的断面，x 向为南北向，向南为正；y

向为东西向，向东为正；z 为竖向，向上为

正。开挖边线长 150m，宽 100m，最终开挖

深度为 22.05m。所以，选取 500m×300m×

100m（长×宽×深）的区域建立 FLAC3D 计

算模型，模型共划分 156600 个单元，166530

个节点。桩间距 1.2m，沿开挖面共布置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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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桩，5 层锚杆采用一桩一锚支护方式，锚

杆水平间距为 1.2m，沿竖直方向间距依次为

5m、4m、3.5m、3m、3m。锚杆倾角 15°。 

模型底面边界假定是静止不动的，采用

固定绞支座，限制水平和竖向位移；顶部为

自由边界。为与实测结果对比，根据场地周

边条件，计算过程中不考虑地表附加荷载。

基坑开挖前已经进行了施工降水，地下水位

降至基底底面以下，因此不考虑水压力。土

层压力为上覆土层的重度与土层厚度的乘

积，初始应力场为考虑重力梯度的自重应力

场。 

 
图2.3 桩与锚杆模型 

3  数值模拟分析 

3.1  工况分析 

整个数值模拟过程是按照施工工艺顺

序进行的，首先对基坑开挖前的土体进行重

力作用下的平衡计算，获得土体初始应力状

态。在基坑开挖前，在基坑外围埋设 27m 深

的排桩，模拟开挖前的施工状态。在模拟分

部开挖时，通常要在各个阶段之间初始化网

格点位移以便解释模拟过程和结果。初始化

位移很容易被实现，因为程序在进行计算时

并不需要位移。 

开挖与支护工况： 

工况1：开挖第一层，深度为-6m，施做第一

排锚杆并施加预应力； 

工况2：开挖第二层，深度为-11m，施做第

二排锚杆并施加预应力； 

工况3：开挖第三层，深度为-14.5m，施做

第三排锚杆并施加预应力； 

工况4：开挖第四层，深度为-17.5m，施做

第四排锚杆并施加预应力； 

工况5：开挖第五层，深度为-20.5m，施做

第五排锚杆并施加预应力； 

工况6：开挖至基底-22.05m，施工完成。各

工况开挖情况和锚杆布置如图

3.1~3.6所示： 

 

 

图3.1工况1                     图3.2工况2 

 

图3.3工况3                     图3.4工况4 

 

图3.5工况5                     图3.6工况6 

3.2  桩顶水平位移监测结果对比分析 

 

图3.7 监测点平面布置图 

支护结构的水平位移是最能直接反映

基坑安全状态的指标之一，支护结构过大的

水平位移将会导致围护结构本身的破坏、失

桩模型 5层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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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以及对周围建筑物、市政设施以及地下管

线的破坏，因此，对水平位移的监测成为基

坑工程的一个重要问题。
[3]
随着基坑开挖过

程的进行，开挖深度的增加，支护桩顶部水

平位移逐渐增大，各测点桩顶水平位移最大

值约为 25mm。选取基坑 W1~W6 六个监测点

的桩顶水平位移结果绘制时间位移曲线如

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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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桩顶位移 

在论文所涉及的检测时间范围内，监测

的桩顶位移随着基坑开挖逐渐变大，主要是

由于基坑开挖时，支护桩内侧原有土压力被

卸去，而基坑外侧受主动土压力，坑底支护

结构内侧受全部或部分被动土压力，因此，

不平衡土压力使支护桩产生向坑内的变形

和位移，测点的位移量在不断变大，在最大

值 25mm 时趋于稳定。选取桩 6 与数值模拟

结果对比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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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桩顶位移对比 

对比结果表明桩顶位移的模拟值与实

际监测值的变化趋势十分相似，利用数值分

析软件研究基坑桩锚支护方案及开挖过程

可行；实际桩顶位移最大值为 25mm，小于

3cm，能满足《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要

求，桩锚支护方案有效地限制了支护结构的

水平位移。 

4 结论 

本文结合沈阳恒隆市府广场基坑工程

的特点，利用 FLAC3D 软件对基坑开挖进行

数值模拟，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利用数值分析软件 FLAC3D 研究基坑桩

锚支护及开挖过程的方法可行。 

（2）现场监测结果表明：各测点桩顶水平

位移最大值约为 25mm，小于 3cm，能满足《建

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要求。桩锚支护方案

可以有效地限制支护结构的水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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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性分析 

朱宏栋 

摘  要  本文通过介绍厦门市岩质土层、软土质土层的深基坑工程施工实例，分析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中事故出现的原因，提

出事故处理措施并对深基坑的安全施工提出建议。 

关键词  深基坑  岩质  软土质  安全措施  施工 

 

0 引言 

随着城市基础建设的飞速发展，城市可

用地资源越发短缺，为了空间的有效利用及

满足建筑相关规定，大多投资者不得不考虑

向地下空间发展，使得基坑开挖深度不断加

深。2008 年以前，福建地区超过 3 层的地下

室并不常见，但 08 年之后，3~5 层地下室已

很寻常，深度 10~20m 的深基坑已属常见。

基坑围护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建筑工程界的

热点问题，基坑支护的重要性渐渐引起了人

们的重视。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不少基坑事

故，或因场地工程地质条件较差，或因设计

过于冒险，或因施工单位未按设计方案施工

等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因施工因素导致

的基坑事故占了这些事故的比重是非常大

的，基坑的施工不仅要确保基坑的稳定，而

且要满足变形控制的要求，以确保周边建筑

物、地下管线、道路等设施的安全。 

1 岩质土层基坑事故分析 

1.1 基坑工程概况 

 

图 1 岩质土层基坑平面布置图 

该工程位于厦门市环岛东路西侧，设置

五层地下室，地下室形状较为规则，基坑长

度为 170m，宽度为 120m。基坑开挖深度为

16.270~20.140m。场地东、南、西侧均为现

有道路，北侧为推填整平的场地（平面布置

图如图 1）。基坑开挖范围内涉及的土层主要

为：素填土、残积砂质粘性土、全风化花岗

岩、砂砾状强风化花岗岩、中微风化花岗岩。

受场地限制，设计采用复合土钉墙方案。基

坑开挖顺序大体为由东至西。基坑的北、东、

南三侧均已开挖至预定坑底，基坑开挖至西

侧时，遇到大面积塌方，并出现负坡。根据

工程地质情况，西侧中微风化花岗岩埋置深

度较浅，施工单位采用爆破结合大型挖掘机

分层开挖，每层开挖深度约为 3m。当开挖至

12m 时，出现大范围塌方。 

1.2 基坑工程事故分析 

经过对本基坑事故分析，出现事故主要

原因是场地西侧为外倾结构面，塌方时间正

是雨季，而施工单位的盲目施工也是造成基

坑塌方的重要因素。基坑分层开挖未按设计

要求的每层开挖深度不应超过 2m 的要求，

且开挖后未进行及时支护。在岩质边坡中，

最为危险的就是外倾结构面，碰到外倾结构

面，下滑力主要由结构面内的填充物提供，

而填充物的抗剪强度指标随时间的推移，越

来越低，首先是土方开挖，边坡坡面成为临

空面，使得结构面的正应力减小，岩层间的

摩阻力急剧降低；其次，雨水的浸入，导致

填充物被雨水的搬运作用带走；第三，现场

的爆破施工也使得填充物越来越松散。 

因此，施工单位应按设计要求，严格控

制基坑开挖每层开挖深度，尽可能的较小因

土方开挖造成的结构面正应力降低程度；在

基坑开挖后，及时支护，施工锚索，并尽快

施加预应力，用预应力补偿侧向约束。 

事故处理：发生上述事故后，施工单位

立即停止开挖，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1、立即清坡，清除负坡上的楔形体，

避免再次塌方； 

2、施工锚索，锚索用横向和竖向的钢

腰梁进行锚固，并尽快施加预应力； 

3、坡顶裂缝灌水泥浆进行封堵，保证

雨水不再进入破裂面。 

2 软土质土层基坑事故分析 

2.1 基坑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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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程位于厦门市集美区，东北侧为现

有道路，东南侧为为空地，西南侧为杏林湾，

西北侧为在建工地,东侧距离红线 4 米处有

一煤气管道。场地原始地貌为滨海滩涂，后

经人工回填整平为建设用地（平面布置图如

图 2）。基坑开挖深度为 4.00m~6.30m。基坑

开挖范围内涉及的土层为杂填土、素填土、

泥质细砂、淤泥、粘土、含泥粗砂、残积砂

质粘性土及全风化花岗岩，其中淤泥深度约

6m。本基坑周边采用自然放坡与水泥搅拌

桩、悬臂排桩和桩锚联合支护体系。采用大

放坡，放坡宽度达 24m，坡底插双排木桩限

制滑裂面的产生，中部局部区域基坑紧靠电

梯井，电梯井深度约为 2m，采用双排搅拌桩

进行二次支护，在基坑开挖至电梯井坑底

时，水平位移和沉降位移监测急剧增加，紧

接着出现大面积塌方，导致坑底工程桩大量

移位。后勘探表面，滑动面基本产生于淤泥

质软土层中，局部且过上覆填土层，滑动面

近似圆弧型，滑动面长度达 30m，滑坡地段

鼓胀裂缝发育，可见多级滑动台阶。

 

图 2 软土质土层基坑平面布置图 

2.2 基坑工程事故分析 

经过对本基坑事故分析，出现事故原因

为本基坑开挖深度不深，而放坡范围很大，

总体坡率已超过 1:3，施工单位未引起较大

的重视，电梯井基坑未按设计图纸施工，在

搅拌桩二次支护尚未施工时，就将基坑开挖

至电梯井底，造成边坡迅速产生范围极大的

滑裂面，最后工程桩抵抗不了因滑裂面产生

的下滑力，导致工程桩切斜、移位，除此之

外，裂缝处未及时填补，导致大量地表水流

入裂缝内，大大降低了土层强度也是主要原

因之一。 

事故处理：1、立即削坡减载，将已产

生滑动的边坡修整得比原来更加平缓，这样

既可减轻边坡的荷载，又对坡脚应力集中部

位的稳定较为有利； 

2、在坡脚处打入双排钢管桩，桩后填

土，起到类似抗滑桩的作用；钢管桩为φ219

钢管，壁厚 7mm，间距 500mm，采用地质钻

机成孔，孔径≥300mm，钢管内外均灌注水

泥砂浆，桩端进入粘土层。 

分析：在淤泥质软土基坑中，严禁超挖。

本基坑因超挖导致了滑动面的产生。另外，

裂缝是边坡滑动的先兆，应及早采取预防措

施，本基坑施工单位未成立日常巡视的机

构，未注意观察基坑附近地面上裂缝的发生

和发展，使得裂缝不断发育，地表水渗入土

体，软化土层。 

3 基坑安全施工建议 

在基坑施工应采取措施降低基坑事故

发生概率。 

1、深基坑施工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组织施工。 

2、深基坑施工前，必须掌握场地的工

作环境，如了解建筑地块及其附近的地下管

线、地下埋设物的位置、深度等。 

3、建立完整、健全的现场巡视机构，

加强观测，发现安全隐患情况应及时汇报并

整改。施工中出现问题或发现实际情况与图

纸不符请及时通知设计单位,按照动态设

计，信息化施工的原则共同研究处理措施,

确保基坑安全。 

4、雨期深基坑施工中，必须注意排除

地面雨水，防止倒流入基坑，同时注意雨水

的渗入，土体强度降低，土压力加大造成基

坑边坡坍塌事故。 

3、针对基坑的特点，做出切实可行的

应急预案。土方开挖过程中，若基坑变形突

然加大，应立即停止开挖，并及时回填，也

可以在其背后进行挖土卸荷，以保证基坑的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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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铁段深基坑的一种支护结构形式 

 戴武奎  尹 越  卫凌云 

摘  要  本文结合沈阳市某一近地铁段基坑工程进行设计研究，采用桩+钢支撑的支护形式。该工程由于局部为地铁段，故区别

于以往通常所用的整体内支撑支护体系，设计中结合了多种结构方面的构造措施，并考虑了在建地铁段的稳定和变形，

对近地铁段基坑的支护提出了一个新的设计方法。 
关键词  边坡、稳定、适用性 

 
1  引言 

高层、超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的利用为

基坑工程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基坑工程已不

单单是简单的围护问题，周边环境所带来的

问题更直接的影响到基坑支护工程的选型

及安全。沈阳市近年来随着地铁工程的推进

已完成的 1 号线、2 号线工程对周边的基坑

工程的影响更为显著。由于地铁对变形的敏

感性，导致其周边的支护结构设计及施工难

度大大增加，每个工程之间都有其相关性和

特殊性。 

2  工程地质概况 

沈阳某工程位于沈阳市市中心，紧邻沈

阳重要交通干线，地铁二号线临近基坑西北

侧，距基坑最近距离约 7.5m（见平面图 2.1）。 

 

图 2.1 支护平面图 

 

根据本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场地地

层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1 土层参数表 

地铁二号线该段采用盾构施工方法，上

方有一水渠与地铁二号线交叉通过，地铁二

号线要求支护时预留 5m 安全距离，支护结

构不允许进入安全保护范围之内。基坑坑深

20.1m，基坑安全等级为 1 级，设计时取等

效地面超载 20kPa。 

3  支护结构形式选用 

该段基坑施工及使用期间地铁二号线

处于施工阶段，根据地铁二号线区间轨道专

业对施工期间地铁变形要求结构整体水平

位移最大值≤10mm; 结构整体沉降量最大

值 ≤30mm。这样对整个基坑围护结构的水

平位移和沉降要求很严格，加之周边的环境

因素及空间距离因素的影响，该处已不能采

用沈阳常用的桩锚支护体系。故考虑采用内

支撑结构作为首选方案。但该基坑面积较

大，如全基坑采用内支撑体系会使造价大大

提高。由于该段为建筑核心筒位置，因此考

虑了利用剪力墙受力，楼板传力的方式设置

内支撑，内支撑选用φ609×16 钢管。（见图

3.1~图 3.2） 

 

图 3.1 支护结构平面布置图 

岩土类型 
密度 

g/cm
3
 

弹性模

量/MPa 

泊松

比 

摩擦角 

/° 

黏聚

力 

/kPa 

杂填土 1.80 5.3 0.40 5 10 

粗砂 1.88 21.4 0.28 35.4 0 

砾砂 1.94 28.8 0.24 38.4 0 

粘性土 1.87 8.0 0.30 7.8 32.4 

圆砾 1.94 35.7 0.20 3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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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支护结构剖面图 

4  设计思路 

设计过程中，支护结构在基坑周边采用

了支护桩作为支撑的传力构件，在楼板处采

用了拼接工字钢作为支撑的传力构件，工字

钢与楼板采用结构措施进行连接(见图

4.1)。 

 

 

 

 

 

 

 

 

 

图 4.1 传力构件大样图 

4.1 支护结构变形分析 

分析过程采用考虑支护结构、内支撑结

构及土空间整体协同作用有限元的计算方

法，得出支护结构在该方案作用下的变形与

内力。计算结果如图 4.2~图 4.4。 

 

图 4.2 基坑开挖至基底支护结构位移图 

 

图 4.3 基坑开挖至基底支护桩弯矩图 

 

图 4.4 基坑开挖至基底钢支撑轴力图 

根据计算结果支撑钢管最大位移为

11.8mm（竖向），支护桩最大位移为 7.45mm

（水平向）。 

另通过有限元方法计算基坑开挖对地

铁二号线左线变形影响，通过位移图（如图

4.5）得出，待基坑开挖至基底后，地铁二号

线左线由于基坑支护产生的向基坑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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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均小于 10mm，满足地铁位移要求。 

 

图 4.5 基坑开挖至基底地铁结构位移图 

5  支护结构设计 

根据计算结果，钢管支撑内力最大值为

1130kN，钢管支撑长 17m；支护桩间距为

d=1.8m；撑间距 d1=3.6m。 

5.1 钢管支撑强度计算 

考虑钢管支撑自重的影响，按压弯构件

考虑，根据《钢结构设计规范》公式 5.2.1： 

f
yx

n x nx y ny

MMN

A W W 
  ≤  

及公式 5.2.2-1： 

1

f

(1 0.8 )

mx x

x
x x

Ex

MN

NA
W

N



 






≤  

考虑恒载分项系数 1.2，经计算，钢管支撑

最大强度安全系数为 3.43，最小强度安全系

数为 3.34，平面内弯曲时的最小整体稳定性

安全系数为 2.64。因此钢管支撑稳定满足要

求，强度满足要求。 

5.2 验算楼板处传力构件 

1）选用 I45b 工字钢，根据传力构件所

受最大弯矩经计算为1412.5kN m 。选用 5

根 I45b 工字钢 

 
35 1500=7500> =6726.2

M
cm


 ，满足设

计要求。 

2）局压计算 

每一层楼板受力为 =2 =2260N N kN ，

每根工字钢受力为 452kN。楼板厚 150mm，

经 计 算 局 压 长 度 为 300mm ，

2 2

l=45000mm A =22500mmbA ，  

该 处 楼 板 未 配 置 间 接 钢 筋 ， 故

b
l

l

A
= =1.414

A
  

采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采用： 

l l c c lnF =1.0 f A =531.3kN 452kN     >

局压满足设计要求，施工过程中要求传力构

件与楼板间采用灌浆胶灌实，保证足够的有

效接触面积。 

5.3 楼板后浇带处处理方法 

由于整个支护体系靠楼板稳定连续的

传力给剪力墙，要求后浇带部位必须设置有

效的传力构件。设计中考虑经济和施工因素

最终选用了 50 的钢柱作为传力构件，钢柱

与楼板之间采用100 100 10  钢垫板传力

（见图 5.1）。暂定每延米后浇带布置两根钢

柱，则可求得每米后浇带传力构件需承担

1 631N kN 。 

1) 钢柱的局压计算 

同上可求得： 

单 根 钢 柱 受 力 ：

l l c c lnF =1.0 f A =358kN      

则选用 50@500 钢柱 

2 358kN=716kN>628kN 满 足 设 计 要

求。 

2）验算钢柱的整体稳定 

1
12.5

4
xi d mm  （钢柱属于 a 类截面） 

0 77x
x

x

l

i
   ；根据

235

y

x

f
 ，查《钢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0.801  ， 故

3 3 7 . 9 7f A k N  ，

2 337.97 675.94 628kN   ，钢柱选择

符合设计要求。同样施工过程中要求垫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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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之间采用灌浆胶灌实。 

 

图 5.1 已施工完成后浇带处传力构件做法 

5.4 构造措施 

在钢管支撑水平向和竖向各设置了八

字形钢支撑作为钢撑间连接构件（见图

5.1），保证其整体水平方向及竖直方向的稳

定，在楼板处传力构件和楼板间设置支撑钢

板保证传力构件与楼板的稳定（见图 5.2，

5.3）。另外，设计时考虑在施工过程中要求

桩与已施工底板间设置预留土条，保证在设

置钢管过程中支护构件的稳定。设置钢管支

撑后，逐层挖除预留土条进行底板施工，最

后，逐步施工地下室外墙，并自下而上逐层

进行拆撑形成地下室。 

 

图 5.1 现场施工全景图 

 

图 5.2 现场施工局部图 

 

 

图 5.3 传力构件和楼板间支撑钢板 

结论 

经过现场跟踪监测，支护结构和地铁在

基坑施工过程中变形和沉降均满足设计要

求，对基坑临近主道路未产生不利影响。 

该基坑支护方案是在道路、地铁、环境

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方案结合了基坑

常用的内支撑支护方法和结构上钢结构构

件的设计方法，并利用了建筑主体结构作为

支护结构一部分进行设计，实践证明方案是

可行的。当然随着地下空间项目的深、广的

趋势发展，未来深基坑所面临的问题将会更

加的复杂和困难，多种支护结构联合采用的

方法将更多的应用于基坑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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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井点降水对周围建筑物的影响 

王祥民  王 林  解广成  胡令洋 

摘  要  基坑井点降水对周围环境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能引起地面塌陷、房屋倾斜裂缝、管线损坏。特别是在饱和软土地

区更要引起特别的注意。本文就盘锦 BH＃地下商业街工程的基坑井点降水对周围相邻建筑物所引起的沉降进行探讨。 

关键词  降水  沉降 

一、 工程概况及勘察资料地基土的构成

与特征 

本工程位于盘锦市BH#，开挖深度7米，

相邻建筑物有筏板基础和毛石基础，基础埋

深 1 米～1.5 米。勘察场地自然地面以下

20.00 米深度范围内均为第四系全新统（Q4）

海陆交互相沉积物组成，一般具有水平成层

分布特点，各土层主要特征，自上而下分述

如下： 

① 杂填土：杂色，稍湿，主要由建筑

垃圾、地砖及粘性土组成，结构松散，欠固

结，层厚 1.10～3.60 米，场区普遍分布。 

② 粉质粘土夹粉土：黄褐色，粉质粘

土呈软塑~可塑状态，饱和，局部为粘土，

粉土呈中密状态，整层土无摇振反应，稍有

光泽，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含大量铁结

核，土质较均匀，层底埋深 2.50～4.80 米，

层厚 0.10～2.20 米，场区普遍分布。 

②1淤泥质粉质粘土：灰色，呈软塑~流

塑状态，饱和，局部为粘土，整层土无摇振

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

层底埋深 2.90～4.00 米，层厚 0.30～0.80

米，场区普遍分布。 

③粉质粘土、粉土互层夹粉砂：灰色，

饱和，粉质粘土呈软塑~可塑状态，局部流

塑状态，粉土呈密实状态，粉砂呈稍密~中

密状态，整层土无摇振反应，略有光泽，干

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层理明显，土质不均，

层底埋深 3.90～13.70 米，层厚 0.20～

10.50 米，场区普遍分布。 

③1淤泥质粉质粘土：灰色，呈软塑~流

塑状态，饱和，局部为粘土，整层土无摇振

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

层底埋深 4.50～11.00 米，层厚 0.4～2.10

米，场区普遍分布。 

④粉细砂夹粉质粘土：灰色，饱和，中

密～密实状态，局部稍密或很密状态，夹粘

土薄层及草炭，矿物成份以石英、长石为主，

场区普遍分布。本次勘察未穿透此层，探及

最大深度 20.00 米，最大厚度 13.00米。 

④1 粉质粘土；灰色，饱和，呈流塑状

态，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中等，

韧性中等，土质较均匀，层底埋深 10.5～

19.60 米，层厚 0.40～3.00 米，仅存在部分

钻孔处，呈透镜体形状存在于第④层粉细砂

夹粉质粘土中。 

二、 施工流程及降水设计 

设计者根据地勘报告和工作经验，在基

坑支护桩间，采用搅拌桩为止水帷幕，桩顶

采用内支撑，基坑内降水，基坑外采用回灌

井，分段施工，分段降水；以防因降水引起

周围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 

三、 使用测量仪器设备 

表 1 测量设备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徕卡 DNA03 台 1 

2 进口条码尺 对 1 

3 尺垫 个 2 

4 扶手杆 个 4 

5 对讲机 对 1 

 

图 1 徕卡 DNA03 数字水准仪 

 

图2 条码尺 

四、周围建筑物沉降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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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建筑物沉降监测数据资料见表2和

图 3。 

表 2  BH#房屋部分沉降点累积值汇总表 

 

 
图 3 BH#房屋部分沉降点累积值变化图 

 

图 4 监测点平面图 

五、对周围建筑物沉降数据分析 

BH#工程的周围建筑物沉降与地区地

层构造有关，本文不作详解。只站在测量角

度对施工过程中依据监测资料，对周围建筑

物沉降进行分析并查找原因。 

1、5 月 19 日～22 日期间，F61～F67、

F89～F92 沉降突变大。原因分析：此段开

挖前降水发现沉降突变大，开挖后发现漏水

严重。F61～F67 楼地上 2 层，据查为毛石

基础；且位于交叉路口，地下管线杂乱，止

水帷幕没有做好，开挖后下雨将 F64 点附近

地下泥土冲刷，造成地面塌陷，楼房沉降。

此工程因帷幕漏水造成的楼房沉降也比较

多见。 

2、楼房点 F129、F130、F134、F135，

此楼地上 4 层砖混结构，沉降变化最大；其

近点 F134 累积沉降 148.1 毫米，远点 F135

累积沉降 134.3 毫米，两点相距 9.5 米： 

基础倾向（规范）=『（-148.1）-（-134.3）』

／9500=-1／688<±2.5／1000 

因降水引起此楼房沉降大，便给业主建

议提升抽水泵高程，适当减小开浆率或暂停

抽水，保证水位深度不超深，防止水位超降

引起的建筑物不必要的附加沉降，业主也按

排了回灌井的专人看管。 

测量监测项目在此地区应重点 F61～

F67 考虑因开挖引起的侧向位移所造成的沉

降，选加侧向位移。 

3、F95～F107 点一般沉降 10 毫米～20

毫米，地下一层，深度约 5 米，筏板基础。 

4、F3=-17.85 毫米、F77＝-15.34 毫米、

F113=-35.48 毫米、距离基坑 30 米～35 米

不等，所以抽水影响半径可为专家和设计提

供参考依据。（见沉降监测点平面图－附图

2） 

六、小结 

盘锦地区属于饱和软土地层，基坑降水

给周围环境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6 月

3 日开始逐渐开始大范围井点降水，至 7 月

20 日沉降变化较大，以后房屋处于缓降阶

段，但个别部位还不稳定。对于饱和软土地

层的监测和分析，利用实测数据，研究土体

的沉降规律，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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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深基坑流砂事故的成因分析及处理措施 

姜 闯    陈立敏    苏艳良 

摘  要  本文结合沈阳地区某深基坑工程的流砂实例，针对该场地地质条件及周边环境，分析了基坑流砂现象的产生原因，对

该工程采用的处理流砂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以期对以后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关键词  深基坑  井点降水  流砂  处理措施 
一、工程概况 

沈阳某基坑支护项目，建筑面积约 3600

平方米，地下两层，地上四层，基坑深度为

9.40m，电梯井处深度为 11.40m，基坑侧壁

安全等级为二级，侧壁重要性系数取 1.0。 

支护结构形式：采用放坡+支护桩+预应

力锚杆的形式支护，支护桩采用长螺旋钻机

成孔压灌混凝土，后插钢筋笼工艺。桩间距

为 1.2m，桩径为 0.6m，混凝土采用 C25 商

品砼。放坡部分喷射 C20 砼，厚度为 50mm，

内置 14#钢丝网。深基坑部分在标高-5.5m

（地面标高为±0.000m）处设 1 层预应力锚

杆（一桩一锚）；浅基坑在标高-5.0m处设 1

层预应力锚杆（一桩一锚）。桩间土采用喷

射 C20 砼，厚度为 80mm，内置φ6.5@150 双

向钢筋网。 

基坑降水采用管井井点降水，沿基坑周

边共布置降水井 19 眼，间距 20m，开孔直径

600mm，井径 400mm。 

二、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勘察单位提供勘察报告，本场地地

层自上而下为： 

①杂填土：层厚 1.7～4.4米。②粉质粘

土：层厚 0.5～2.6 米。③中砂：局部呈细

砂状。稍密～中密。层厚 0.3～6.8米。③1

粉质粘土：局部分布，层厚 0.2 米。④砾砂：

层厚 0.6～11.8 米。④1 中砂：层厚 0.3～

3.2 米。⑤粗砂：层厚 0.7～6.7 米。⑤1 粉

质粘土：层厚 0.2～1.5 米。⑥粉质粘土：

层厚 0.7～2.4 米。⑦粗砂：最大揭露厚度

1.2 米。 

根据勘察报告,本场地地下水稳定水位

埋深 10.5～11.7 米，水位随季节变化明显，

变化幅度 1～2 米左右。 

三、基坑侧壁流砂事故发生及成因 

降水井施工完成后，通过对降水井内水

位的观测，得出本场地地下水稳定水位埋深

与勘察报告提供的数据相吻合，均为 10.5

米。而建筑物基础形式采用独立基础构造

板，板底标高为-9.4 米，全部在水位以上。

建设单位考虑到降水成本等因素，决定不采

用管井降水措施，若独立基础开挖后出水，

则进行单独抽排。 

支护桩、第一层锚杆及锚杆下喷射混凝

土施工完毕后, 基坑西侧坑壁附近电梯井

（井底标高为-11.4m）土方开挖, 挖土挖至

-10.7m 后, 有两处支护桩桩间开始渗水, 

在很短的时间内, 渗水处越来越多（基坑外

侧存在不明水源）,且带动砂流出, 造成大

量流砂，并导致两桩之间喷射的混凝土面板

脱落（见图 1），支护桩桩后土体流失严重，

不间断地渗流使桩后出现塌空区（见图 2），

塌空区上部已露出一条 10KV 高压电缆，给

用电设施及基坑支护带来了安全隐患。 

  

图 1 流砂导致桩后出现塌空区 

  
图 2 流砂导致桩间混凝土面板脱落 

根据勘察报告提供资料并结合基坑周

边环境总结出以下几方面形成流砂的原因： 

1、流砂发生处基坑外侧存在不明水源。该

水源可能来自居民区下水管道或自来水蓄

水池的渗漏，亦或是本场地附近遗留自来水

管线封口老化导致的渗漏。 

2、本工程施工期间正属雨季，开挖前几日

有大雨, 雨水囤积, 造成地表水及上层滞

水非常丰富。 

3、建设单位只考虑了本场地内的稳定地下

mailto:内置φ6.5@200
mailto:内置φ6.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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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未考虑上层滞水及其补给来源的问题，

从而不对本基坑进行降水，也就导致了基坑

外的水得不到有效的排除，水与土体共同作

用于坑壁。 

4、本场地地层中③中砂层局部呈细砂状，

稍密状态，受动水压力影响，当水压力大于

有效压力时，砂在自重或侧向水压力(或者

附加载荷)的作用下跟水一起发生流动，就

形成流砂。 

四、流砂事故处理措施 

针对此险情，项目部立即组织人员及机

械对坑壁流砂处进行暂时性回填处理，以确

保基坑安全。同时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讨论并

制定处理该事故的解决方案。 

首先，由建设单位协调相关部门看是否

能找出红线外渗漏水源处并加以堵截处理，

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经相关部门查找资料及

到现场查看，未能找出该水源。 

其次，治理流砂主要是把基坑外部的水

降下去或者把基坑外的水止住。由于基坑外

水源走向及深度均不易查明，而且该水源与

发生流砂处已经连通，只对这一侧管井进行

降水不能保证将不明水源引致管井排出。考

虑把基坑外的水止住就需要在基坑外施工

一排旋喷桩形成止水帷幕，然而基坑外作业

面狭小不够旋喷桩设备的施工条件。 

经过综合考虑, 最终采用了如下方案: 

 

图 3 桩间流砂处理示意图 

1）针对基坑西侧电梯井处发生的流砂, 从

桩间混凝土面板脱落位置开始，沿着竖直方

向将 3 根Φ25 钢筋(L=1m)钉入桩间土,并在

支护桩桩侧植入Φ14 膨胀螺栓, 横向设置

ф10@200 钢筋分别与两侧膨胀螺栓及 3 根

Φ25 钢筋焊接牢固形成钢筋网格（见图 3）。

在钢筋网格后添堵草袋子进行虑水，只让水

通过留住水中夹带的泥砂，再将流入基坑内

的水进行集中明排处理。采用人工逐层开

挖，每层深 200mm，挖开一步立即将草袋子

进行添堵，待添堵密实再进行下层开挖。 

2)针对桩后塌空区,使用装有碎石的草袋子

回填，既可以保证坍塌不继续向外扩展破坏

附近高压电缆，又能够保证水流有空间可以

通过，并在表面喷射混凝土面层，避免雨水

直接从桩后土体上部流入。  

五、总结 

1、本工程最后采用的方案，很好的处

置了流砂问题，为下步施工提供了条件和安

全保障，也为基坑的进一步开挖提供了参

考，避免了再次发生流砂现象。并且也符合

经济合理的原则，操作起来也简单、方便。 

2、设计人员运用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进

行基坑设计时, 应该根据工程水文地质条

件, 针对该场地所具有的典型土层, 对施

工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提出必要的相应的

设计方案和防治措施。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

中要加强施工组织，提高施工的管理水平，

尽量避免和预防流砂等问题的出现。 

3、在基坑设计及施工过程中，治理地 

下水的基本原则是疏、堵或者两者结合。疏

是指将基坑范围内的地表水与地下水排除。

堵是指通过有效手段在基坑周围形成止水

帷幕，将地下水止于基坑之外。两者相对比

较，疏导地下水的施工方法简便，成本低，

技术易于掌握，而止水法相对成本较高，施

工难度较大。因此，治理地下水应优先考虑

对地下水进行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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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合桩在大连地区基坑止水帷幕中的应用 

冯 辉  肖宇轩 

摘要：本文介绍咬合桩在大连地区的应用。叙述了咬合桩技术的特点、原理和施工要求，通过咬合桩在的具体工程实践，取得

了预期的效果。对大连海边地层复杂地区的基坑支护及止水帷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施工技术；控制要点；事故预防及处理；设备参数； 

 
一、咬合桩施工技术 

1、咬合桩概述 

咬合桩是指采用机械磨孔、套管下压、

套管内抓斗取土，在桩与桩之间相互咬合排

列的基坑围护结构形式。桩的排列方式一般

为一个 a 桩（素混凝土桩）和一个 b 桩（钢

筋混凝土桩）间隔布置，施工时先施工 a 桩，

后施工 b 桩，a 桩混凝土采用超缓凝混凝土，

要求必须在 a 桩混凝土初凝前完成 b桩。  

  施工要点如下：  

  (1)作混凝土导墙，保证咬合桩准确定

位，确保钻机平稳，承受施工荷载。  

  (2)开钻，吊放第 1 节套管，控制套管

的垂直度，采用测斜仪附贴在套管外壁进行

垂直度检测，发现偏差及时纠正。成孔后套

管随混凝土灌注逐段拔起。  

(3)混凝土灌注，在 B 桩施工中由于必

须切割 A 桩，在 A 桩混凝土未达到某种强度

的状态下，套管钻机的磨动和下切对 A 桩混

凝土会产生损害。为此，采用延缓 A桩混凝

土的初凝时间，在 A 桩混凝土处于末初凝的

状态下施作 B 桩的施工方案。据试验，掺 SP

型缓凝减水剂后，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可延缓

到 60h 左右（根据施工设备情况及施工速度

确定），从而确保了施工方案可操作性的实

施。混凝土采用导管法灌注，若孔底渗水多，

涌水量超过 l 立方米/小时，采用水下混凝

土灌注。  

2、单桩成桩工艺流程图（见下页） 

3、导槽的施工 

为了提高钻孔咬合桩的定位精度并提

高就位效率，应在桩顶上部施工混凝土导

槽，同时亦可辅助做为钻孔机械的承重结

构，如下图，这是钻孔咬合桩施工的必要准

备。导槽的宽度一般为 4.0m，厚度为 0.5m，

如果导槽下土层较差厚度可适当加大，同时

可以考虑适当配筋，定位孔直径比桩径稍大

2cm。若场地工作面狭窄，一边不够 1.75m，

则可以侧导槽宽度可适当减小，另一侧适当

加大，施工机械垂直与垂直于导槽摆放，采

用横打方式施工。 

4、单桩的施工 

(1)钻机就位:等导槽有足够的强度后，

移动套管钻机至正确位置，使套管钻机抱管

器中心对应定位在导槽孔位中心。 

(2)取土成孔:在桩机就位后，吊装第一

节管在桩机钳口中，找正桩管垂直度后，摇

动下压桩管，压入深度约为 2.5—3.5m，然

后用抓斗从套管内取土，一边抓土、一边继

续下压套管，始终保持套管底口超前于开挖

面的深度≮2.5m，压入深度视具体土质而

定，若为较硬的砂性土，水头不高，则压管

深度可适当减少；若为淤泥质土或者水头高

的粉砂性土，则压管深度可适当加深。第一

节套管全部压入土中后（地面以上要留

1.2—1.5m，以便于接管），检测垂直度，如

不合格则进行纠偏调整，如合格则安装第二

节套管继续下压取土，如此继续，施工至岩

面时抓土停止作业，然后用挖机清理工作面

后凿岩机到位作业至设计要求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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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成桩工艺流程图 

 

施工准备，场地平整 

桩位测量放样 

施工咬合桩混凝土导槽 

桩机就位对中 

吊装安放套管 

控制垂直度 

压入套管、校核垂直度 

冲击取土套管钻进至岩面 

凿岩机施工至设计要求，测量孔深 

清除浮碴检查孔底 

吊放钢筋笼 

放入混凝土灌注导管 

浇筑混凝土逐次拔管 

测量混凝土标高 

钻机移位 

截桩头 

制作钢筋笼 

混凝土运输 

验孔签认 

隐蔽签认 

导管拼装检查 

制作混凝土试块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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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吊放钢筋笼:对于钢筋砼桩，成孔检

测合格后进行安放钢筋笼工作，钢筋笼加工

成型后，用平板车送至吊车大臂作业范围

内，吊入桩孔内就位。筋笼吊运时应防止扭

转、弯曲，缓慢下放，避免碰撞钢套管壁，

若钢筋笼过长，需分段下放，则可采取在孔

口焊接的方式将几段钢筋笼连接起来，安装

钢筋笼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钢筋笼标高

的正确。 

(4)灌注混凝土：桩芯混凝土一般采用

厂拌商品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桩采用普通水

下混凝土。利用导管灌注，导管 2～6m，施

工中要连续灌注，中断时间不得超过 45 分

钟，导管提升时不得碰撞钢筋笼。钢套管随

混凝土灌注逐段上拔，起拔套管应摇动慢

拔，保持套管顺直，套管埋深≮2.5m。灌注

时采用水下砼灌注法施工。 

(5)拔管成桩：一边浇注砼一边拔管，

应注意始终保持套管底低于砼面≮2.5m。 

4、排桩的施工工艺流程 

咬合桩单机成桩正常作业顺序为：A1→

A2→B1→A3→B2→A4→B3→A5→……。保证

B 桩在A 桩混凝土初凝前顺利切割成孔（施

工顺序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如下图。 

A1 B1 A2 B2 A3 A4 A5 A6 A7B3 B4 B5 B6

咬合桩工艺流程

二、控制要点  

1、控制孔口定位误差  

  在钻孔咬合桩桩顶以上设置施工导墙

（本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导墙，也可循环使

用的钢模导墙）,导墙上设置定位孔,其直径

宜比桩径大 20～40mm。钻机就位后,检查第

1 节套管插入定位孔并要求施工单位进行调

整,使套管周围与定位孔之间的空隙保持均

匀。  

  2、督促施工单位控制桩的垂直度  

  根据设计要求,桩身垂直度偏差不大于

3‰。为了保证钻孔咬合桩底部有足够厚度

的咬合量，除对其孔口定位误差严格控制

外，还应对其垂直度进行严格的控制。  

  成孔过程中要控制好桩的垂直度，必须

抓好以下三个环节的工作：  

  (1)套管的顺直度检查和校正 

  钻孔咬合桩施工前在平整地面上进行

套管顺直度的检查和校正，首先检查和校正

单节套管的顺直度，然后将按照桩长配置的

套管全部连接起来进行整根套管（15～25m）

的顺直度偏差宜小于 10mm。检测方法：于地

面上测放出两条相互平行的直线，将套管置

于两条直线之间，然后用线锤和直尺进行检

测。 

  (2)成孔过程中桩的垂直度监测和检查  

  a 地面监测：在地面选择两个相互垂直

的方向采用线锤监测地面以上部分的套管

的垂直度，发现偏差随时纠正。这项检测在

每根桩的成孔过程中应自始自终坚持，不能

中断。  

  b 检查：每节套管压完后安装下一节套

管之前，都要停下来用 “测环”进行孔内

垂直度检查，不合格时需进行纠偏，直至合

格才能进行下一节套管施工。  

  (3)纠偏  

  成孔过程中如发现垂直度偏差过大，必

须及时要求施工单位进行纠偏调整，纠偏的

常用方法有以下三种：  

  a 用钻机油缸进行纠偏：如果偏差不大

于或套管入土不深（5m 以下），可直接利用

钻机的两个顶升油缸和两个推拉油缸调节

套管的垂直度，即可达到纠偏的目的。  

  b 桩纠偏：如果 A 桩在入土 5m 以下发

生较大偏移，可先利用钻机油缸直接纠偏，

如达不到要求，可向套管内填砂或粘土，一

边填土一边拔起套管，直至将套管提升到上

一次检查合格的地方，然后调直套管，检查

其垂直度合格后再重新下压。  

  c 纠偏：B 桩的纠偏方法与 A 桩基本相

同，其不同之处是不能向套管内填土而应填

入与 A 桩相同的砼，否则有可能在桩间留下

土夹层，从而影响排桩的防水效果。  

  3、超缓凝混凝土的施工质量控制  

  A 桩混凝土缓凝时间应根据单桩成桩时

间来确定,单桩成桩时间与施工现场地质条

件、桩长、桩径和钻机能力等因素相关。根

据咬合桩施工工艺,A 桩初凝时间为 T=3t＋

K＋Q；  

  式中： T——A 桩砼的缓凝时间 t——

单桩成桩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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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储备时间，一般为 1.0t Q——夜

间停工时间  

  一般初步控制 A 桩初凝时间为 60h,在

以后施工中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整。  

  4、咬合厚度的确定  

  相邻桩之间的咬合厚度d根据桩长来选

取，桩越短咬合厚度越小、桩越长咬合厚度

越大，按下式进行计算：  

  2（kl+q）≤d - 50mm（即保证桩底的

最小咬合厚度不小于 50mm）  

  式中：l——桩长 d——钻孔咬合桩的

设计咬合厚度  

k——桩的垂直度 q——孔口定位误

差容许值 

三、常见工程事故的预防及处理措施 

 

 

 

 

 

 

在咬合桩施工过程中，因超缓砼的质量

不稳定出现早凝现象或机械设备故障等原

因，造成钻孔咬合桩的施工未能按正常要求

进行而形成事故桩。事故桩的处理主要分以

下几种情况： 

1、平移桩位侧咬合 

如图所示,B桩成孔施工时,其一侧A1桩

的砼已经凝固,使套管钻机不能按正常要求

切割咬合A1、A2桩。在这种情况下，宜向A2

桩方向平移B桩桩位，使套管钻机单侧切割

A2桩施工B桩，并在A1桩和B桩外侧另增加一

根旋喷桩作为防水处理

B A2A1

平移桩位单侧咬合示意图

早凝A桩

平移 桩与缓凝A桩相切
旋喷桩

 

2、背桩补强 

如图所示，B1桩成孔施工时，其两侧A1、

A2桩的砼均已凝固，在这种情况下，则放弃

B1桩的施工，调整桩序继续后面咬合桩的施

工，以后在B1桩外侧增加三根咬合桩及两根

旋喷桩作为补强、防水处理。在基坑开挖过

程中将A1和A2桩之间的夹土清除喷上砼即

可。 

3、预留咬合企口 

如图所示，在B1桩成孔施工中发现A1桩 

 

 

 

 

 

 

砼已有早凝倾向但还未完全凝固时，此

时为避免继续按正常顺序施工造成事故桩，

可及时在A1桩右侧施工一砂桩以预留出咬

合企口，待调整完成后再继续后面桩的施

工。此砂桩处以后需在外侧增加一根旋喷桩

作为防水处理。 

4、冲孔桩衔接 

如图所示，A1桩、A2桩都已终凝，之间

距离过小，又没有位置做背桩补强，可采取

在A1桩、A2桩之间采用直径较小的泥浆护壁

冲孔桩进行代替，配筋需适当加密，背后再

施工旋喷桩用以止水。 

四、机械设备机械参数 

以正在大连海边淤泥及大块石地区做

基坑支护及止水帷幕的昆明捷程桩工的液

压摇动式全套管钻机为例，施工全套管钻机

喷射C20早强砼

A2

补A2补A1

A1 B1

早凝A1桩

补B1

冠梁

咬合桩背桩补强示意图

A1

冲孔桩衔接示意图

A2

旋喷桩

早凝A1桩

补B1

直径较小的冲孔桩

A1

早凝桩 砂桩

B1 B2

早凝桩

B1 A1 A2

砂桩

B2

砂桩

B2A1B1

早凝桩

A2

预留咬合企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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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形成了系列化定型产品，可以提供桩

机成孔直径达 φ800、φ1000、φ1200、

φ1500 四种，配合各种不同类型的取土、嵌

岩作业设备，能在水下、淤泥、流沙、溶岩、

地下障碍等不良地质条件下进行全套管工

法施工。液压摇动式全套管钻机是一种机械

性能好、成孔深、桩径大的新型桩工机械，

它由主机、液压工作站（系统）、钢套管、

取土装置（锤式抓斗、十字冲锤等）和牵引

吊车组成，集取土、成孔、护壁、安放钢筋

笼、灌注砼等连续作业为一体，施工效率高，

工序较少，辅助费用低。它所采用的全套管

工法避免了钻（冲）孔桩而出现的塌孔、孔

底沉渣等弊病；消除了人工挖孔桩等而出现

的流砂、渗水过量等引起的不利影响；无需

泥浆护壁及低噪音的优点，特别适合于城区 

内施工；对于以各类土层组成的复杂地基而

言，可提供较高的单桩允许承载力。是一种

能够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交通、铁

路等土木行业的高效桩基施工机械。 

五、结束语 

咬合桩是在 2011 年开始应用在大连地

区的基坑支护及止水帷幕工程中，在实际应

用中还需因地制宜，总结经验继续探索，拥

有一套安全、节约、可靠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捷程牌 MZ 系列摇动式全套管钻机主要技术参数 

性能指标 MZ-1 MZ-2 MZ-3 

钻孔直径(m) 0.8-1.0 1.0-1.2 1.2-1.5 

钻孔深度(m) 35-45 35-45 35-45 

压管行程(mm) 550 650 600 

摇动推力(K) 1060 1255 1648 

摇动扭矩(ND-M) 1255 1470 2650 

提升力(KN) 1157 1353 1961 

夹紧力(KN) 1765 1960 2255 

定位力(KN) 294 353 490 

摇动角度(*) 27 27 27 

前后倾角(*) 8 8 8 

钳口高度(MM) 450 550 550 

功率(KW) 55 75 95 

油缸工作压力(Mpa) 35 35 35 

外形尺寸(MM) 

长度 4700 5500 6000 

宽度 2200 1250 2800 

高度 1500 1540 1600 

质量(Kg) 

主机 14000 18000 28000 

液压工作站 2800 3200 3500 

配合履带吊起重能力(KN) ≥147 ≥196 ≥343 

锤式抓斗(KN) 20-25 25-35 35-50 

十字冲锤(KN) 80 60-80 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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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水游城基坑工程安全性分析 

王 颖 

摘  要  本文以丹东水游城基坑支护工程为实例，结合考虑周边环境、地质条件等因素，对基坑开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对支护结构的保护对策及措施，可为类似工程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基坑工程；支护；止水帷幕 

 

0 引言 

在基坑土方开挖的过程中，周围土体中

应力发生变化，使其推动原有的平衡状态，

而向新的平衡状态转化，造成地表沉降、建

筑物变形甚至倒塌、管线拉裂等各种不安全

因素。同时，这些风险的存在和发生，又进

一步恶化施工环境，使风险发展和加剧，引

起地下结构变形加剧，出现流砂、渗水、涌

水、结构裂缝、不均匀沉降、结构安全性能

降低等风险。因此，在工程施工前进行安全

评估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样可以对可能发生

的风险进行预估，以便在下一阶段设计和施

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施工风险进行有效的

控制，防止由于地下工程施工引发对环境的

破坏。 

1 工程简介 

1.1 丹东水游城项目概况 

拟建场区位于原丹东市振兴区政府、原

丹东市公汽公司处及春三路与锦山大街交

汇处，人民广场周边地段。根据建设单位的

规划，原丹东市振兴区政府、原丹东市公汽

公司处为 A 地块，春三路与锦山大街，人民

广场周边地段为 B 地块。拟建场地除部分建

筑物正在拆迁外，大部拆迁工作已结束。 

 
图 1.1  基坑总平面图 

1.2 周边环境概况 

拟建场区位于春三路与锦山大街交汇

处，人民广场周边地段。锦山大街、春三路

及人民广场周边道路为丹东市内主要交通

干线，车流辆较大。基坑周边现有建筑物概

况：本工程基坑周边知春园小区住宅、水电

六局办公楼（桩基础，持力层为圆砾层底

部）、振兴区检察院办公楼（桩基础，持力

层为圆砾）为 2000 年以后建筑；其余均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建筑物，层数在 3-5 层，

基础形式均为天然地基，持力层为粉质粘土

层。 

1.3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1.3.1 工程地质条件 

场区内各层岩土的分布及性质如

下： 

①、杂填土：杂色、黑色。上部由生活

垃圾及建筑垃圾组成，下部以粘性土为主，

成分不均匀，结构松散~稍密。干至很湿。 

②、粉质粘土（1）：黄色、黄褐色、灰

黄色，可塑状态，含有云母、氧化铁质及少

量粉砂。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高等，

无摇震反应。 

③、粉质粘土（2）：灰色、灰黑色，可

塑状态，上部含有少量氧化铁质，局部含有

多量云母及粉砂，稍有光滑，干强度、韧性

中-低，无摇震反应。 

④、圆砾：黄褐色。磨圆度较好，多呈

圆、亚圆状，局部棱角状。该层圆砾多数呈

交错排列、非连续接触。其间充填物为粗、

砾砂等，含量不均匀，级配不良。中密至密

实状态，饱水。 

⑤、全风化变粒岩：灰白色、黄色。组

织结构基本破坏，但尚可辨认，有残余结构

强度。此层在遇水、空气和风的作用下风化

强烈。属于极软岩。干，中密状态。 

⑥、强风化变粒岩：灰色、灰白色、暗

灰。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节理、裂隙

发育，组织结构已大部破坏，矿物成分已显

著变化，颗粒间的连接强度显著降低。浸水

后有软化。属于软岩。密实状态。 

⑦、中风化变粒岩：青灰、黑褐色。碎

裂结构，粒状变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

石、石英。部分矿物风化变质，颜色较浅。

岩体结构和构造清晰。节理裂隙较发育，属

于较软岩。 

1.3.2 水文地质条件 

本场地地下水较丰富，南东侧距鸭绿江
约 600m 左右，场区内地下水与鸭绿江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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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定的互补关系。 
本场地地下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为赋存于杂填土层中的上层滞水，水量
不大，短时间即可疏干。第二部分以掩埋型
圆砾层为主要含水层的承压水，该层为本场
区的主要含水层，水量较多。第三部分为强
风化及中风化岩中的基岩裂隙水。勘察期间
测得场区混合初见水位为 5.5～8.4m。混合
稳定水位为 0.7～4.0m。 
1.3.3 工程地质分析 

拟建场区分布面积较大，岩土种类较
多，岩土性质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差异。场
区内地势从北至南有一定坡度。 

场区内上部为松散状态的杂填土及可
塑状态的粉质粘土（1）层、可塑状态的粉
质粘土（2）层及中密至密实状态的圆砾层。
下伏基岩包括全风化变粒岩、强风化变粒
岩，及中风化变粒岩。基岩面有一定起伏，
埋深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加深。总体上本场区
下伏基岩稳定，各岩土层分布规律性较强，
各岩土层在本场地内多呈连续性分布。 

在地下室埋深范围内 A地块及 B地块的
北侧多揭露全－强风化变粒岩，少部分揭露
圆砾层及中风化变粒岩层，。场区南侧的 B
地块在地下室埋深范围内大部分均揭露中
密至密实状态的圆砾层，局部揭露粉质粘土
（2）层及全风化变粒岩层。 
2 安全评价内容 
2.1 本次基坑安全评价内容 

（1）针对支护方式进行分析； 
（2）支护结构施工对周边土体的影响

与评价； 
（3）支护结构施工过程对周边建筑物

的影响与评价。 
2.2基坑设计控制标准 
    深基坑工程设计与施工的安全性，不仅
指基坑本身的安全性，还包括其对周边环境
产生的影响。本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 
3 基坑支护设计方案 
3.1 基坑设计方案的原则与思路 

受场地限制，现场不具备放坡开挖条
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本工程支护方式采
用排桩与锚索相结合的支护形式。 

基坑降水：由于基坑开挖深度远超地下
水位埋深，因此基坑开挖时需采取措施，考
虑到基岩埋深较浅，若采用井点降水，降水
漏斗难以形成，水位难以降到基坑坑底以
下，且周边建筑、道路、管线较多，周边建
筑物多采用以粉质粘土为持力层的浅基础，
大面积长时间抽取地下水有可能对周边道
路及建筑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采用了封
闭止水帷幕的形式，以减小降水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同时在基坑周边设 48 口备用降水

井，在基坑内设排水沟和集水坑。 
3.2 基坑支护设计方案 
3.3.1支护结构 

支护结构采用排桩与锚索相结合的支
护形式。支护桩（15B20~19 B20）桩径 0.8m，
桩间距 1.2m。竖向设 2~3道锚索，水平间距
1.2m，采用 7ф5钢绞线。 
3.3.2 地下水处理措施 

每两根支护桩间设一根塑性混凝土桩，
桩径 0.8m,支护桩与止水桩相互咬合形成封
闭的止水帷幕，在基坑周边设 48 口备用降
水井，在基坑内设排水沟。 

4 基坑支护结构对周边环境影响的分析计算 
4.1 计算条件 

土的参数取三轴试验不固结不排水剪
强度指标，地面超载按 30Kpa考虑。除砂土
采用水土分算，其余岩土层均采用水土合算
原则。 
4.2 计算结果 

内力位移包络图： 

 

整体稳定安全系数 Ks = 1.763 

抗倾覆安全系数: 最 小 安 全 Ks = 

2.049 >= 1.200, 满足规范要求。 

5 支护结构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对策 

5.1 基坑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本工程规模大，工程所处工程地质

和水文地质条件较差，施工周期较长，施工

风险较大，主要表现如下： 

（1）基坑开挖过程中，若无法保证桩的

垂直度，止水帷幕可能出现局部渗漏现象。 

（2）雨季施工，降雨对基坑支护结构稳

定性的影响 

（3）基坑内明排措施达不到设计和规范

的要求，造成开挖过程中开挖面比较泥泞，

坑内出现局部失稳现象。 

（4）基坑周边管线位移超过允许值。 

（5）开挖土方不均衡、延时导致支护结

构及力和变形速率变化过大，基坑周围土体

变位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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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技术对策 

（1）基坑方案实施前应进行深化设计，

并经过专家评审。基坑工程实施前，根据岩

土工程勘察报告和主体结构的规模和挖深，

进行了详细的基坑支护设计，支护结构根据

计算分析结果进行设计，设计方案需要通过

专家评审。 

（2）设计与施工充分结合，确保基坑方

案的可实施性。设计方案应充分考虑国内和

地区的施工技术水平和习惯，确保设计方案

的可实施性和合理性，同时，通过沟通使设

计意图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施。 

（3）尽量避免超挖和不均衡卸载。如现

场出现局部位置的受力或变形较大的情况，

可根据现场监测报告，认真分析原因，调整

施工方案和进度。 

（4）加强现场监控量测，并贯穿工程实

施全过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基坑开挖对

周边环境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开挖过程

的监测中如发现周围环境出现变化速率过

快时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保护，如

调整施工进度，局部进行加固等。 

（5）发现止水围幕出现局部渗漏，及

时启动备用降水井，同时对渗漏部位进行填

塞或注浆封堵。 

5.3 应急预案 

（1）开工前成立抢险小组，为风险防范

做好组织机构和人力物力准备。在工程开工

前首先建立抢险小组。一旦发现危险情况及

时处理及解决，做到“先处理、后施工”的

原则，杜绝盲目施工。 

（2）止水帷幕渗漏治理措施 

发现止水帷幕渗水后立即采取注浆并

用快硬水泥封堵，对于比较大的漏洞，可采

用聚氨酯进行止流后再进行补漏处理。 

（3）支护结构变形过大应急处理措施 

发现支护结构变形过大时立即停止挖

土，增加锚索、支撑或增加锚预应力，并会

同业主、设计单位拿出可靠措施后再继续施

工。 

（4）施工过程中工作面防汛措施 

施工期正值雨季，现场应配备足够的防

汛物资（水泵、塑料薄膜、铁钉、铅丝等），

出现下雨天气，及时对开挖好的土体进行覆

盖。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本工程采用了全封闭帷幕止水，基

坑开挖后不会引起周边水位下降，不会因水

位下降引起周边建筑沉降变形。 

（2）各剖面整体稳定安全系数及抗倾安

全系数均满足规范要求，基坑自身安全稳

定。 

（3）各剖面桩顶最大水平位移不超过

30mm，满足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距坑边

8~10米以外地表沉降小于 2mm，本基坑周边

建筑均在距基坑边 8m以外，因此，本基坑

工程的施工对周边建筑不会造成影响。 

（4）本基坑设计施工环节采取了一系列

技术保障措施，能够保证基坑周边环境不受

基坑影响。 

6.2 建议 

综合考虑该项目周边环境和施工善，结

合安全评价结果，我们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

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基坑本身及周边建筑物

安全。 

（1）做好施工组织设计，做到安全文明

施工，加强组织管理。 

（2）对于周边管线，在地下工程建设范

围内的管线，通过设置管廊或迁移等方法实

现地下工程建设范围内管线改造的同时，保

证周边管线安全。 

（3）土方开挖时严禁超挖，严格按照设

计要求分层开挖，开挖后及时施工锚索。 

（4）减小坑底暴露时间与扰动，及时做

好底板施工。 

（5）如支护桩及止水桩施工设备不能达

到设计要求，则需调整施工设备。 

（6）实行信息化施工，聘请具有专业资

质的监测公司对施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测，

并进行监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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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土钉墙基坑支护工程中竖向注浆花管的作用机理浅析 

郗志良   李 慧 

摘  要  通过对某工程土钉墙与竖向注浆花管相结合的联合支护形式的分析，总结处在该支护形式中竖向注浆花管的作用机理，

即排桩作用、复合面层作用、注浆加固作用，对类似工程的基坑支护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基坑支护  土钉墙  竖向注浆花管  作用机理 

 

 

1. 概述 

工程位于盘锦市双台子区，南邻市府大

街、北临中心街、东临双兴南路、西邻鹤翔

路。该工程基坑长约 350m、宽约 135、深 6.2m，

规模很大而且周边环境十分复杂，周边市政

管网密布、建筑物密集，这些不利条件给基

坑支护设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结合工程地

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以及基坑周边环境，

该工程采取了土钉墙与竖向注浆花管相结合

的联合支护形式，本文主要对该支护形式中

注浆花管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2. 工程地质条件 

盘锦市地貌为辽河河口三角洲，地质构

造主要为第四系海陆过渡相散积层，由场地

地质勘察报告可知场地自上而下主要分布以

下地层： 

①杂填土：杂色，以粘性土为主，含碎

石、碎砖、炉渣、塑料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稍湿，结构松散。在整个场区分布连续。 

②粉质粘土：黄褐色~浅灰色，含红褐色

氧化铁斑及黑色铁锰质结核，含有少量有机

质。无摇振反应，略有光泽，韧性中等，干

强度中等，饱和，软塑~流塑。土质不均，局

部呈粉土、粘土状。在整个场区分布连续。 

③粉质粘土夹粉砂：深灰色，无摇振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饱

和，粉质粘土呈软塑~流塑状态，粉砂呈稍密

~中密状态，土质不均，局部呈粘土、粉土、

粉土夹粉砂及淤泥质土状。在整个场区分布

较连续。 

④淤泥质粉质粘土：深灰色，无摇振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饱

和，软塑~流塑，土质不均，局部呈粘土、粉

质粘土、泥炭质土及淤泥质粉土状，在整个

场区分布较连续。  

⑤细砂：灰色，以长石、石英为主，含

少量云母。粒径均匀，局部夹粘土、粉土薄

层及草炭，饱和，中密~密实。性质不均，局

部呈粉砂状。在整个场区分布连续。 

场地地层由于是海陆过度相沉积而成，

所以物理物理学指标很差，具体物理力学指

标如下表： 

各层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 

指标 

 

土层 

e 
天然含

水量 w 

液性指

数 Il 

压缩

模量

Es 

内聚力

Cuu(kPa 

Φ

(度) 

② 0.836 29.2 0.98 6.19 15.4 3.2 

③ 0.893 31.3 1.05 4.28 13.4 2.1 

④ 1.125 39.8 1.24 2.88 14.1 1.6 

⑤    21.9 0 25 

3. 水文地质条件 

场区地下水类型为潜水，主要受地下径

流、大气降水补给，水位随季节变化。稳定

水位在地面下 0.90~2.50 米左右，相当于市

政高程的 1.65～1.75米，水位随季节变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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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变化幅度 2~3 米左右。场区抗浮水位按

勘察期间稳定水位上浮 2 米考虑，按地表考

虑。各层土的渗透系数经验值如下表： 

各层地基土渗透系数经验值 

土层编号 ②  ③ ④ ⑤ 

渗透系数

（m/d） 
0.005 0.5~2 2~10 5~15 

4. 支护方案选型 

在盘锦地区常用的支护方法主要有放

坡、桩锚支护以及土钉墙，但是针对该基坑

这三种支护形式均有不适合的地方。首先放

坡方案是不可取的，因为基坑施工场地比较

狭小，地下室外墙线距场地红线最近处仅有

5m，最远处也只有 10m，根据地层条件，该

工程安全放坡坡率不小于 1:1.5，若按该坡

度放坡则坡顶线超出红线，而且基坑边变形

很大，周边地表沉降也很大，对基坑周边环

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故放坡方案不适合本

工程。桩锚支护是比较安全的支护形式，它

具有所需场地小，控制变形的能力强的特点，

能很好的保证基坑开挖的安全，但是该方案

造价很高，不经济，所以该工程放弃了该方

案。与放坡与桩锚支护方案相比，土钉墙具

有以下一些特点或优点：①能合理利用土体

的自稳能力，将土体作为支护结构不可分割

的部分，结构合理；②结构轻型，柔性大，

有良好的抗震性和延性，破坏前有变形发展

过程；③密封性好，完全将土坡表面覆盖，

没有裸露土方，阻止或限制了地下水从边坡

表面渗出，防止了水土流失及雨水、地下水

对边坡的冲刷侵蚀；④土钉数量众多靠群体

作用，即便个别土钉有质量问题或失效对整

体影响不大。⑤施工所需场地小，移动灵活。

⑥施工速度快。⑦施工设备及工艺简单，不

需要复杂的技术和大型机具，施工对周围环

境干扰小；⑧由于孔径小，与桩等施工方法

相比，穿透卵石、漂石及填石层的能力更强

一些；且施工方便灵活，开挖面形状不规则、

坡面倾斜等情况下施工不受影响；⑨边开挖

边支护便于信息化施工，能够根据现场监测

数据及开挖暴露的地质条件及时调整土钉参

数，一旦发现异常或实际地质条件与原勘察

报告不符时能及时相应调整设计参数，避免

出现大的事故，从而提高了工程的安全可靠

性；⑩材料用量及工程量较少，工程造价较

低。鉴于土钉墙的以上特点，本工程最终采

用了该方案。鉴于土钉墙支护的特点与优点，

本工程最终采用了土钉墙与竖向注浆花管相

结合的联合支护形式，支护结构剖面图如下： 

 

5. 注浆花管作用机理分析 

注浆花管由φ48×3.5 钢管现场制作而

成，对于注浆花管在本工程支护中的作用，

笔者认为主要有排桩、复合面层作用、土体

加固作用。 

5.1 排桩作用 

由于注浆花管是在基坑开挖之前施工形

成，所以基坑开挖后，注浆花管就形成了类

似支护桩的微型排桩结构，与土钉形成拉锚

支护体系，注浆花管承受弯矩与剪力。同桩

锚支护体系所不同的是桩锚支护结构中的支

护桩和锚杆（索）的受力比较明确，而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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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钉支护结构的受力主要是以土钉受力为

主，花管只承担较小的土体侧压力作用。在

这种联合支护形式中，土钉与花管的受力有

以下特点： 

（1）复合支护中土钉为主要受力构件，竖向

花管为辅助受力构件，其中竖向花管受弯，

土钉为支点。 

（2）密布的土钉一方面承受土体侧压力，一

方面使花管上的弯矩均匀化，最大弯矩降低。 

（3）竖向花管的作用是限制、减小土体变形，

土钉在承受水平拉力的同时减小了竖向花管

的水平位移。 

（4）竖向花管刚度较小．具有较大的变形能

力，它与喷射混凝土面层组成的复合面层具

有根强的变形性能。 

5.2 复合面层作用 

注浆花管及注浆体形成的条带状加固

体，通过土钉的约束，与喷射混凝土面层一

起形成一道加厚的复台面层，共同受力、共

同承受变形。由于复台面层的厚度和刚度增

加，使得复台面层的工作性能大大提高。复

台面层同钢筋混凝土面层有较大的区别，一

方面它能够约束土体的变形，表现出较强的

刚性；另一方面面层又具有调节变形的能力，

表现出相对的柔性。 

5.3 土体加固作用 

竖向注浆花管对土体的加固作用主要通

过两个方面实现，一是钢花管插入土中相当

于对土体进行插筋，二是水泥浆与土体掺和，

从而改善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能，提高土体的

抗剪强度。当注浆量较大时，可形成类似于

水泥土地基的承力结构，从而达到控制基坑

变形、土体沉降的目的。 

5.3.1  提高土体抗剪强度 

压力注浆的结果，使得土体颗粒受到挤

压，孔隙得到压缩和充填，从而土体的粘聚

力、内摩擦角及抗剪强度均有所提高，而对

于基坑工程而言，这三项指标是影响基坑支

护设计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工程安全和施

工质量的主要因素。抗剪强度的提高，使支

护结构承受的土压力荷载大大降低，这将大

幅度减小土钉的长度和数量，提高基坑支护

工程的安全性。 

5.3.2  提高地基承载力 

竖向花管所注水泥浆使土体的承载力提

高，压缩性降低。当承载力足以满足其上部

结构的使用要求时，这部分土体将成为结构

基础的一部分，使上部结构的荷载作用点下

移、对支护结构产生较小的附加荷载，从而

使基坑工程的安全系数得以提高。同时，由

于土体沉降的减小，能很好的控制基坑周边

变形，保护基坑周边环境。 

6. 结论 

实践表明，本工程采用土钉墙与竖向注

浆花管联合支护形式是安全的，在工程造价

上是经济的。对竖向注浆花管在该支护形式

中的作用机理，本文只做了定性的分析，至

于定量计算其作用效果还需广大岩土工程人

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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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施工中深基坑桩基础施工技术 

王贵东  程 扬 

摘  要  桩基础是一种历史悠久且被广泛采用的基础形式。其可以按承载性状、施工功能、桩身材料、成桩方法和工艺等进行

分类。本文介绍了人工挖孔灌注桩的施工技术及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  桩基础、人工挖孔灌注桩、施工技术、问题处理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了满足现

阶段的需求，各类工业及民用建筑从多层向

高层急速靠拢。人工挖孔灌注桩以其特有的

优点得到了许多设计及建设单位的认可，从

而被广泛的应用于实际工程中。本文依据相

关规范、设计要求以及结合本人的工作经

验，阐述了从施工及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在

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一、人工挖孔灌注桩的特点 

人工挖孔灌注桩因其工艺简单，成本

低，占地面积少，易于控制质量且施工时不

宜产生污染等优点而广泛适用于深基坑桩

基础工程的施工中。但是由于其井下施工作

业条件差，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从而安

全和质量的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二、人工挖孔灌注桩适用范围 

1.中硬以上的粘土层、中密以上的砂土层、

卵石层、岩层等作为其持力层。 

2.持力层需要在地下水水位以上或地下水

降水相对较容易的位置。 

3.所穿透的土层不含淤泥层、流沙层或淤泥

层、流沙层不是很深且经过降水后挖进施工

中不会造成塌方。 

三、基础桩施工 

1．施工工序 

人工挖孔桩施工:施放桩位及测定高程

→开挖第一节桩孔土方→支护壁模板及安

装附加钢筋→浇筑第一节护壁混凝土→检

查桩位及高程→架设施工设备→开挖吊运

第二节桩孔土方→先拆除第一节再支第二

节护壁模板→浇筑第二节护壁混凝土→检

查桩位中心轴线及标高→检验入岩→爆破

作业→扩大头施工→桩孔检查验收→钢筋

笼制作→钢筋笼检查验收→吊放钢筋笼→

浇筑桩身混凝土→凿除桩头 

2．施工技术要求 

A．放线定桩位及高程 

在场地三通一平的基础上，依据场地测

量控制网资料测定桩位点和高程基准点。确

定好桩位中心后，以中心为圆心，以桩身半

径加护壁厚度为半径画出上部（即第一步）

的圆周，撒石灰线作为桩孔开挖尺寸线。桩

位线定好之后，必须经监理单位进行验线后

方可开挖。 

B．开挖第一节桩孔土方 

开挖桩孔应从上到下逐层进行，先挖中

间部分的土方，然后向周边扩挖，有效控制

开挖桩孔的截面尺寸。每节的高度应根据土

质条件根据设计而定，一般以 0.9～1.2m 为

宜。每挖完一节，必须根据桩孔口上的轴线

吊直、修边、使孔壁圆弧保持上下顺直一致。 

C．支护壁模板及安装附加钢筋 

为防止桩孔壁坍方，确保安全施工，

桩孔在强风化岩层应设置护壁，其种类为钢

筋混凝土护壁。护壁的厚度、混凝土强度等

级及护壁钢筋安装必须满足设计要求。护壁

模板采用拆上节、支下节重复周转使用。模

板之间用卡具、扣件连接固定，不设水平支

撑，以方便操作。第一节护壁以高出地坪

150～200mm 为宜，壁厚比下面护壁厚度增

加 100～150mm，便于挡土、挡水。桩位轴线

和高程均应标定在第一节护壁上口。 

D．浇筑第一节护壁混凝土 

桩孔护壁混凝土每挖完一节以后应立

即浇筑混凝土。人工浇筑，人工捣实，坍落

度控制在 100 mm 以内，确保孔壁的稳定性。

护壁混凝土应根据气候条件，浇灌完毕须经

过 24h 后方可拆模。 

E．检查桩位（中心）及标高 

每节桩孔护壁做好以后，必须将桩位十

字轴线和标高测设在护壁的上口，然后用十

字线对中，吊线坠向井底投设，以半径尺杆

检查孔壁的垂直度、平整度，随之进行修整。

井深必须以基准点为依据，逐根进行引测。

保证桩位、标高、截面尺寸满足设计要求。 

F．架设电动辘轳  

第一节桩孔成孔以后，即着手在桩孔上

口架设垂直运输支架。要求搭设稳定、牢固。

用电动辘轳借助钢丝绳作提升工具。地面运

土用手推车或翻斗车。 

G．安装吊桶、照明、活动盖板、水泵

和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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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滑轮组及吊桶时，注意使吊桶

与桩孔中心位置重合，作为挖土时能直观控

制桩位中心和护壁支模的中心线。井底照明

必须使用低压电源（12V）、带罩防水安全

灯具。桩口上设围护栏。当桩孔深大于 10m 

时，应向井下通风，加强空气对流。操作时

上下人员轮换作业，桩孔上人员密切观察桩

孔下入员的情况，互相呼应，切实预防安全

事故的发生。当地下水量不大时，随挖随将

泥水用吊桶运出。地下渗水量较大时，吊桶

已满足不了排水，先在桩孔底挖集水坑，用

高扬程水泵沉入抽水，边降水边挖土，水泵

的规格按抽水量确定。地下水位较高时，应

先采用统一降水的措施，再进行开挖。桩孔

口安装水平推移的活动安全盖板，当桩孔内

有人挖土时，应掩好安全盖板，防止杂物掉

下砸伤人。无关人员不得靠近桩孔口边。吊

运土时，再打开安全盖板。 

H．开挖吊运第二节桩孔土方 

从第二节开始，利用提升设备运土，桩

孔内人员应戴安全帽，地面人员应系好安全

带。吊桶离开孔上方 1.5m 时，推动活动安

全盖板，掩蔽孔口，防止卸土的土块、石块

等杂物坠落孔内伤人。吊桶在小推车内卸土

后，再打开活动盖板，下放吊桶装土。桩孔

挖至规定的深度后，用支杆检查桩孔的直径

及井壁圆弧度，修整孔壁，使上下垂直平顺。

先拆除第一节再支第二节护壁模板，放置护

壁钢筋，护壁模板采用拆上节支下节依次周

转使用。如下面孔径缩小，应另配模板。拆

模强度应达到 1MPa 以上。模板上口留出高

度为 100 mm 的混凝土浇筑口。浇筑第二节

护壁混凝土时，混凝土用吊桶运送，人工浇

筑，人工插捣密实。混凝土可由试验室确定

掺入早强剂，以加速混凝的硬化。 

K．检查桩位中心轴线及标高 

以桩孔口的定位线为依据，逐节校测。 

L．检验入岩 

逐层往下循环作业，将桩孔挖至设计所

规定的中风化岩层时，检查土质情况满足设

计要求后，继续开挖，待满足嵌入深度及扩

底后，清除虚土，检查验收。 

M. 爆破作业 

挖孔接近中风化岩层时，人工掘进效率

低，需采用孔内爆破将较硬的岩层破碎后再

进行挖掘，爆破时雇佣专业爆破队伍，并采

用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免爆破震动影响相邻

队伍施工；进行爆破时，孔口需覆盖，以免

飞石冲出孔口伤人，施工人员必须全部撤到

安全区域，爆破完成后方可继续进行施工；

挖掘时如孔内积存地下裂隙水，需投泵抽排

使孔内无积水再进行挖孔。 

N. 扩大头施工 

 当挖至桩端扩大头标高时，将按照设

计图纸尺寸进行扩大头施工，针对不同的桩

底岩层产状及扩大头尺寸进行施工，在施工

过程中首先打炮眼，扩大头区域四周炮眼将

平行于桩底扩大头四周外壁布设，成一定角

度，然后由专业爆破队伍爆破，下一步进行

清渣工作，将爆破后的岩石外运，然后人工

用风镐设备对桩底扩大头四周外壁进行破

碎及挖掘，按照设计图纸要求的扩大头尺寸

进行修整。如果扩大头 a 值偏大，不能正常

掘进施工扩大头尺寸时，我司将根据现场实

际情况进行处理，比如在扩大头斜面上锚入

土钉等措施，保证斜面岩石的稳定性，防止

岩石顺着节理面侧滑。 

O．检查验收 

成孔以后必须对桩身直径、孔底标高、

桩位中线、井壁垂直度、虚土厚度进行全面

测定。做好施工记录，办理隐蔽验收手续，

并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

勘察、设计单位检查签字后方可进行封底施

工。 

P．钢筋笼制作及吊放 

桩直径为 1600mm，桩长 3.15m～19.5m，

主筋 28 25；主筋应等间距沿圆周均匀布

置，遇有两段钢筋笼连接时，采用单面电弧

焊焊接（搭接长度为 10d），接头数按 50％

错开；螺旋箍筋采用Φ14＠100，加强箍筋

采用Φ16＠2000，钢筋笼直径为 1500mm（主

筋外围尺寸），钢筋笼下端 500mm 处主筋宜

向内侧弯曲 15～30 度。钢筋笼运输及吊装

应防止扭转弯曲变形，根据规定加焊内固定

筋。钢筋笼放入前应焊接船型支架，按要求

一般高度为 50mm（钢筋笼四周，在主筋上每

隔 3～4m 左右设一个Φ16 耳环）；吊放钢

筋笼时，要对准孔位，直吊扶稳、缓慢下沉，

避免碰撞孔壁。钢筋笼放到设计位置时，应

立即固定，以确保钢筋位置正确，保护层厚

度符合要求。 

Q．浇筑桩身混凝土 

桩身混凝土采用商品砼，用泵车或溜槽

向桩孔内浇筑混凝土，当孔深度超过 3m 时

应用串筒，串筒末端离孔底高度不宜大于

2m。桩孔深度超过 12m 时，宜采用混凝土导

管浇筑。浇筑混凝土时应连续进行，分层振

捣密实，分层高度以捣固的工具而定，但不

宜大于 1.5m。水下浇灌应按水下浇灌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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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施工。混凝土浇筑到桩顶时，应适当

超过桩顶设计标高，以保证在剔除浮浆后桩

顶标高符合设计要求。 

S．凿除桩头前认真做好交底工作，仔

细控制凿除后的桩顶标高，做到每桩在凿除

前、凿除中、凿除后测量桩顶标高做标记，

确保桩体及桩纵筋埋入承台或筏板内长度

满足设计要求，且保证桩体凿除后暴露的桩

顶混凝土达到强度设计值。 

3．人工挖孔桩质量保证措施 

A．孔底残渣 

人工挖孔桩清孔前抽净井水，挖清孔底

残渣。 

B．桩径、垂直度要求 

每次浇筑护壁时，在井口用吊锤吊在在

桩中心处，量取护壁最小口处桩径，保证基

础桩桩径及垂直度。 

C．桩位偏差控制 

开孔前用全站仪进行基础桩桩位放点，

对挖孔工人认真做好交底工作，在下挖一米

进行第一层护壁浇筑前，对护壁钢模进行校

核，保证其桩位及桩径满足设计及规范要

求。下放钢筋笼时，对钢筋笼进行笼中心校

核，并用钢筋在护壁与钢筋笼之间固定，防

止混凝土灌注过程中钢筋笼偏位。 

D．混凝土浇筑 

(1)本工程砼采用商品砼，根据不同施

工部位，选择不同塌落度，灌注桩取 160～

220mm，施工全程要求现场技术负责、施工

班长及实验取样人员在场，混凝土质量每车

必检，不合格的予以退回。 

(2)浇注砼必须提前组织货源并兼顾交

通、场地等情况，确保浇筑连续进行。 

(3)浇筑前应清除钢筋上的污垢。 

E．施工记录 

必须做好现场施工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桩

号、桩顶标高、见岩时孔深、最终成孔深度、

桩径、开挖时间、成孔时间、残渣厚度、混

凝土浇筑时间等。 

四、施工中的技术处理 

1.施工时，为了保证桩位位置准确，每天在

桩位挖孔施工前校核一次桩位是否歪斜，移

位。 

2.灌注前检查孔底地质条件和孔径是否符

合设计要求并把孔底清理干净，同时把孔底

积水尽可能的排干。 

3.如地下水很多且挖孔桩较深，提起抽水

泵，底部溢水就接近或超过 50cm，应改为水

下混凝土灌注的方法进行混凝土灌注成桩，

以保证桩身质量。 

4.孔深较深时，还要注意灌注混凝土时防止

混凝土的离析，可用导管将混凝土连续送入

孔底，一般一次灌注1.5m~2m的高度即可（混

凝土量视孔径大小确定），连续作业能迅速

封好孔底，同时堵住孔底大部分甚至全部的

地下水。 

5.为了减少地下水的积聚，每一根挖孔桩封

底时都应把邻近桩位的积水同时抽走，减少

邻孔的积水对工作孔积水的影响。 

6 总结 

随着高层建筑的日益增多，桩基础技术

在工程中应用越来越广泛,而人工挖孔灌注

桩作为桩基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尚须在

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更有效地发挥其许多优

良性能。本桩基础工程施工中，根据不同的

部位和实际条件进行优化人工挖孔灌注桩

的设计和施工,实现了桩基础工程的“动态

化设计、信息化施工”。 

 

 

 

 

 

 

参考文献   

【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2】《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94-2008   

【3】《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7-2011   

【4】《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2-2002 

【5】滕军杰.浅谈人工挖孔桩基础设计 [J].中国房地产业：

理论版,2012.(7):245-246



 

56 

关于土钉墙支护技术在深基坑围护中的应用探讨 

王剑飞 

摘  要  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对工程地质条件，土钉墙各组成部分参数及土钉墙支护技术与其他支护技术方案比较等问题进行

探讨。 

关键词  基坑支护  土钉墙  支护技术 

 

土钉墙支护技术，是在被加固的土体内

植入一定长度和密度的细长杆件与喷射混

凝土的面板相结合，形成类似重力式挡土

墙。其抗拔力主要由锚杆与土体的摩擦力及

一部分抗剪力组成。在被支护的土体表面铺

设钢筋网并喷射一定厚度的混凝土，调节各

锚杆及土体应力分布，使其与土体共同作

用，弥补土体自身强度的不足，并通过增强

边坡土体自身的稳定性，形成主动约束机制

的复合土体，有效的提高了土体的整体刚

度，又弥补了土体抗拉，抗剪强度低的弱点。 

近年来，土钉墙的支护技术由于其高

速，高效不占用施工时间和空间，施工难度

较小，经济效益略优等特点，在深基坑施工

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以下以一个工

程为例由我为大家介绍钉墙支护技术在基

坑围护中的应用。 

1．工程概况 

某住宅楼地上设置九层，地面下设置一

层地下室，开挖深度为 4.10m，四周场地条

件比较狭小，紧邻建筑为浅基，无法进行大

开挖，需进行基坑支护，经计算，水泥土搅

拌桩，木桩不能满足基坑支护相关安全要

求，若采用灌注桩和搅拌桩相结合的方案，

工期较长，且造价相对较高，经过对比经济

技术指标及场地各项实际条件决定采用土

钉墙支护技术。 

 

2．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地质勘察报告，该场地地下水埋深为

1.90~2.30m，为浅地表孔隙潜水，主要供给

源为大气降水及周围居民生活废水排放， 

水量较小，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的地层分布

叙述如下： 

（1）杂填土：层厚为 2.40~3.60m，土体呈

灰色，主要组成部分为砖头碎石及生活垃

圾。 

（2）淤泥质粘土：层厚为 2.38~4.10m，土

体呈灰色，湿，流塑状。 

（3）粉质粘土：层厚为 0.80~2.20m，土体

呈灰黄褐色，稍湿。 

3．土钉墙支护组成部分参数及设计计算 

鉴于该场地施工条件及工程地质条件，

为了确保开挖后基坑的安全，同时考虑造

价，在场地允许的范围内，先将基坑边壁外

四周土方挖去 1.00~1.50m 深，按照 1:1 的

比例放坡，以减少土压力。 

3.1 锚杆各参数的确定，注浆的控制，支护

面层的做法 

3.11 水平锚杆间距 

根据目前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锚杆的间

距大小与土体的整体作用之间尚不能给出

明确的定量关系，为了便于操作及减少土体

的 扰 动 ， 锚 杆 纵 ， 横 间 距 一 般 取

1.00~2.00m ，上下锚杆交错排列。本工程

锚杆双向间距均取 1.00m。 

3.12 锚杆的长度 

在支护深度范围内，锚杆内力般为中部

大，顶部和底部较小。中部锚杆所起的作用

至关重要，顶部锚杆主要作用是限制支护的

最大水平位移，底部锚杆主要作用是抵抗基

底滑动，防止围护体系倾覆或失稳。所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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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做法为：顶部锚杆稍长，底部锚杆稍短。

根据经验及相关规定，在非饱和土中，锚杆

有 效 长 度 La 与开挖深度 H 之比为

La/H=0.6~1.2 之间。本工程上排锚杆长度取

8m，下排锚杆长度取 6m。 

3.13 锚杆材料 

锚杆常用材料通常为φ18~32 的Ⅱ级螺

纹钢或φ50 钢管 L5x50x50 角钢也有使用。

此工程锚杆采用φ18 的螺纹钢。锚杆倾角

θ，一般不宜过大，常取值 0~20°，以方便

注浆为目的，尽量小角度置入，具体施工时

倾角θ也不易精确控制，本工程按最不利情

况考虑取 20°。 

3.14 注浆的控制 

注浆材料一般用水泥砂浆或水泥素浆，

根据工程地质情况及施工安排可适当掺加

早凝剂或减水剂。本工程采用 P.O 52.5 纯

水泥浆，水灰比为 1；0.5，注浆压力的控制

通过注浆机压力表的读数值来控制，注浆压

力一般不大于上覆土压力的 2 倍，同时也不

得大于 8MPa，止浆塞的安放，注浆排气管放

置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注浆压力值的读取

及注浆的饱满度。 

3.15 支护面层 

土钉墙支护设计中，面层的做法按照构

造规定的厚度及配筋喷射混凝土，此工程采

用 C25厚80mm内配φ6.5@250x250双向钢筋

网，喷射混凝土配合比按照国家标准《锚杆

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相关要求进行配

制。 

 

3.2 设计计算  

本工程土体的粘聚力 C取 23，摩擦角φ

取 21°，土体重度γ取 20kN/m，地面堆载

取 20kPa。 

3.21 土钉（锚杆）长度和截面的验算 

按土体侧压力全部由土钉承担的原则，

将土钉所在深度 Z（Z 取 3m）处的侧压力 e，

乘以土钉中纵向间距 Sv和横向间距 Sh 即为

土钉所受最大拉力 T，按最不利条件考虑以

第二排土钉为计算对象，土体侧压力 e=(γ

Z+q)ka，T=eSvSh 土钉的设计长度根据滑移

面由下式确定；L=Lo+La+0.15H/cos(45°-

φ/2-θ)其中La=k1T/πDт,K1为安全系数取

1.1，D 为土钉直径取 110mm，经计算得 L 设

=5.728m 因此第 2 排土钉长为 6m，第 1 排土

钉适当加长取 8m。 

4．结论 

土钉墙支护技术，在达到支护边坡稳定

安全的同时，它还具有以下的特点： 

（1） 相对于灌注桩的支护方式，具有经济

优势，造价可降低 20%以上。 

（2） 土钉墙在施工时，可随基坑土方开挖

进行，不占和少占作业时间，一般情

况下，土方开挖结束，基坑支护也基

本结束。 

（3） 土钉墙作为一种静态施工，有着施工

噪声小，振动小，污染小等优点。 

（4） 施工不单独占用场地，工艺简单，设

备小，受场地施工条件限制小。 

（5） 施工时应做好全面的检测工作，及时

把边坡的水平位移和周围建筑物及塔

吊的沉降，倾斜，土钉的应力变化数

据记录汇总，如发现异常情况，做好

应急与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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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开挖对单桩及群桩回弹位移的影响分析 

卫凌云
1
    陈  丹

2
  

1、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  110006 

2、沈阳波森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沈阳  110006 

摘  要  基坑开挖后坑底土体回弹，将会带动坑内基桩回弹，并在桩侧产生侧摩阻力。本文采用三维有限元对单桩及群桩在基

坑开挖条件下的回弹位移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基桩在基坑开挖条件下的回弹位移分为桩侧土体回弹而引起的

基桩回弹和下卧层回弹导致的基桩回弹两部分。由于群桩外侧桩的遮帘效应，中心桩的回弹位移小于外侧桩，中心桩

桩侧摩阻力的发挥量也小于外侧桩。随下卧层相对刚度 /
b c

E E 的变大，5×5 群桩回弹位移相对减小量
r

W 变大，且
r

W

的变化与桩位置有关。对 3 种不同构形群桩的分析结果表明，群桩桩数越多，遮帘效应越明显，
r

W 受桩数的影响大

于受桩间距的影响。 

关键词  基坑开挖  回弹位移  单桩  群桩 

Analysis for rebounding displacement of single pile and 

pile group under excavation  
Wei Lingyun 

1
    Chen Dan

2 

1. China Northeast Architectural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2. Shenyang Bo Sent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The soil in the pit rebounds during excavation, this will cause the piles in the pit rebound and produce 

the lateral friction. In this paper,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behavior of single pile and pile groups under excavation. It was shown that the rebounding displacement of the 

single pil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was caused by the rebounding of the soil around the pile, the other 

was caused by the rebounding of the bearing layer. The reduction of the rebounding displacement and the degree 

of lateral friction of the center pile were attributed to the shielding effects of the outer piles. The relative reduction 

in rebounding displacement (Wr) in the 5×5 pile group increas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relative bearing stiffness 

ratio (Eb/Ec), depending on the pile location in the group. Based on the three cases studied, the larger the number 

of piles in a group, the greater the shielding effects on Wr. The number of piles had greater influence on Wr than 

the pile spacing.  

Key words: excavation; rebounding displacement; single pile; pile group 

 

 

0  引 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高层和

超高层建筑物的建设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

基坑开挖的深度和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

面，高层建筑多需要采用桩基础，受施工限

制，坑内基桩需在基坑开挖前完成，基坑开

挖后，桩周土体应力场和位移场发生改变，

坑内土体将产生卸荷回弹，通过桩土界面的

荷载传递带动桩上移。桩身上部表现为桩周

土体的回弹位移大于桩的位移，桩身承受向

上的正摩阻力作用，桩身下部表现为土体位

移小于桩的位移，对桩产生向下的负摩阻

力，桩在正、负摩阻力的作用下产生回弹位

移，并在桩身产生拉力。由此可见，基坑开

挖对坑内基桩将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①导

致坑内基桩回弹。对于采用逆作法施工的地

下结构来说，随坑内土体的分步开挖基桩产

生回弹，其回弹量将对结构的不均匀沉降及

受力特性产生影响；②导致桩土界面产生相

对位移，桩侧将产生初始侧摩阻力。正常状

态下基桩侧摩阻力的发挥过程为由桩顶至

桩底逐步发挥，初始侧摩阻力的存在对基桩

在受荷过程中摩阻力的发挥过程产生很大

的影响，从而影响基桩承载性状；③坑内土

体卸荷导致桩土界面法向应力的降低，从而

降低基桩极限承载力。本文针对前两个方面

的影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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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有限元网格图：（a）单桩；  （b）群桩（5×5，桩间距 3d） 

 

目前基坑开挖对坑内基桩受力及变形

特性的影响研究较少，文献[1]研究了不同开

挖宽度和埋置深度条件下的抗拔桩极限承

载力；文献[2]研究了基坑开挖对抗拔桩及抗

压桩桩周侧摩阻力分布、极限承载力及刚度

的影响。以上研究集中于基坑开挖对单桩的

极限承载力及受力性状影响的分析，并未关

注基坑开挖对基桩回弹位移的影响，也未考

虑群桩效应的影响。由于群桩的遮帘效应，

群桩中基桩的受力及变形特性与单桩有很

大差异。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首先对单桩在

基坑开挖条件下的回弹位移进行了分析，探

讨了不同开挖深度、桩土相对刚度及下卧层

相对刚度对单桩回弹位移的影响；然后对 5

×5 群桩在基坑开挖条件下的回弹位移进行

了分析，研究了群桩遮帘效应对基桩回弹位

移、桩土相对位移及桩侧摩阻力发挥量的影

响；最后研究了下卧层相对刚度及群桩构形

对群桩遮帘效应的影响。 

1  有限元模型及材料参数 

1.1  有限元模型 

本文采用三维有限元程序对基坑开挖

条件下的单桩及群桩回弹位移进行分析。图

1（a 及 b）为单桩和群桩的有限元网格图，

根据对称性，取模型的 1/4 进行计算。图中

基坑开挖深度为 10m，开挖宽度 40m，单桩

及群桩的桩长（开挖后基坑底面以下桩长）

均为 40m，下卧层厚度 20m。桩为方桩，桩

边长 d＝0.8m，5×5 群桩的桩中心距为 3d。

图 2 为 5×5 及 3×3 群桩中各桩的编号。 

在参数分析中，采用了不同的开挖深度

及不同桩数、桩间距的群桩，表 1 给出了详

细的分析类型。S1 

 

图 2 群桩中桩的位置：（a）5×5群桩 （b）3×3群桩 

表 1 有限元分析类型 

分析类型 桩长（m） 桩 开挖深度(m) 

S1 40 单桩 10，15，20 

S2 40 单桩 10，15，20 

G1 40 5×5，3d 10 

G2 40 5×5，3d 10 

G3 40 5×5，5d 10 

G4 40 3×3，3d 10 

和 S2 用于单桩回弹位移的分析。S1：端承

桩桩周土刚度变化对单桩回弹位移的影响；

S2：不同下卧层刚度对单桩回弹位移的影

响。G1-G4 用于群桩回弹位移的分析。G1：

群桩遮帘效应对回弹位移的影响；G2：下卧

层刚度对遮帘效应的影响；G3、G4：群桩

构形对遮帘效应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地

下水水位取为地表处。 

1.2  本构模型及材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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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元分析中桩采用线弹性模型,桩

周为粘土，桩端下卧层为砂土，均采用 M－

C 模型。根据 SSI 试验可知，桩土界面处存

在极限剪应力，极限剪应力的

表 2 有限元分析中的材料参数 

分析类

型 
 ν γ'/kN·m-3 

c'/kPa φ'/(°) 
Ep/GPa Ec/MPa Eb/MPa 

S1 

桩 0.2 15      

桩周

土 
0.3 8 

5 20 
30 3-300 ∞ 

下卧

层 
0.3 8 

0.1 35 
   

S2 

同上 

30 30 30-3000 

G1 30 30 300 

G2 30 30 30-3000 

G3 30 30 300 

G4 30 30 300 

注：Ep、Ec、Eb分别为桩身、桩周土及下卧层的模量。 

Ec(MPa, S1): 3, 3.75, 5, 7.5, 15, 300。 

Eb(MPa, S2 和 G2): 30, 90, 180, 300, 900, 1800, 3000。 

大小与法向应力成正比，达到极限剪应力所

需要的桩土相对位移是很小的，通常为几个

毫米，且该极限相对位移受土质、法向有效

应力的影响不大[3]，桩土界面的剪切刚度随

土的强度增加而增加。本文采用 Alonso 等[3]

提出的极限剪应力和极限相对位移的比值

定义为桩土界面剪切刚度，即 /s u uk   ，

如图 3 所示。桩土间极限剪切位移 u 取为

5mm，桩土界面极限剪切强度为 u n   ，

n 为桩土界面法向接触压力，  为界面摩

擦系数。参考 Tsubakihara 等[4]和 Indraratna

等[5]的试验结果，取 0.35  。 

 
图 3 桩土界面剪应力与相对位移的关系曲线 

基坑开挖的过程中，坑内土体的应力路

径为竖向和水平向均卸荷，且竖向卸荷程度

远大于水平向卸荷程度，在数值分析中土体

模量应参照实际应力路径取卸荷模量。刘国

彬等[6]对上海多种粘土进行大量卸荷试验，

卸荷模量为 6－130MPa，魏鉴栋[7]对杭州砂

质粉土进行了多组卸荷试验，卸荷模量为 80

－290MPa。参考以上试验结果，在参数分

析中桩周土层的卸荷模量取 3－300MPa，下

卧层与桩周土层模量比 /b cE E 变化范围为 1

－100。有限元分析中的材料参数见表 2。 

2  基坑开挖对单桩回弹位移的影响分析 

2.1  端承桩回弹位移分析 

对桩侧土体刚度变化时端承桩在基坑

开挖条件下的回弹位移进行分析，图 4 为端

承桩的无量纲回弹位移 /pWE pd
[8]和桩土

相对刚度 /p cE E 之间的关系图。式中W 表示

单桩桩顶回弹位移， d 为桩边长， p 为由

于开挖引起的土体卸荷量。计算过程中 pE

保持不变， cE 的取值范围为 3－300MPa，

/p cE E 变化范围为 100－10000。详细参数

见表 1 和表 2 中的分析类型 S1。由图中可

以看出，无量纲桩顶回弹位移随桩土相对刚

度 /p cE E 的变大而线性增长。对于端承桩，



 

61 

由于桩端土体不会产生回弹，桩身回弹由桩

周土体回弹所带动，其回弹量由桩周土体卸

荷模量所控制，表现为桩顶回弹位移随桩侧

粘土卸荷模量增大而线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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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无量纲回弹位移随 Ep/Ec变化图 

2.2  下卧层相对刚度 Eb/Ec对单桩回弹位移

的影响 

对基坑开挖条件下下卧层刚度变化时

单桩回弹位移进行分析，图 5 为无量纲回弹

位 移 3/pW E A p L
[9] 随 下卧层相 对刚度

/b cE E 的变化图。式中 A 为桩横截面积，L

为桩长。分析过程中桩侧粘土卸荷模量

cE =30MPa，桩端下卧层卸荷模量 bE 为 30

－3000MPa（1－100Ec）。详细参数见表 1

和表 2 中的分析类型 S2。由图中可以看出，

无量纲回弹位移 3/pWE A pL 随 /b cE E 的变

大而迅速变小，当 / 10b cE E  时回弹位移减

小速度变慢。由此可见，桩端下卧层的回弹

位移显著影响着基桩回弹位移，当下卧层模

量足够大（ / 10b cE E  ）后卸荷回弹量变化

较小，基桩回弹位移主要受桩周土体模量影

响。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坑内基桩的回弹

位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桩侧土体

回弹而引起的基桩回弹，另一部分是由于桩

端土体回弹导致的基桩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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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无量纲回弹位移随 Eb/Ec变化图 

3  基坑开挖对群桩回弹位移的影响分析 

3.1  5×5 群桩相互作用效应分析 

为了对群桩效应进行分析，建立了 5×5

群桩模型，群桩中桩间距为 3d，详细参数见

表 1 和表 2 中的分析类型 G1，桩 a、b、c

的位置见图 2。图 6 为单桩及群桩桩顶位移

及桩侧土体位移随相对深度 Z/L 变化图，Z

为开挖后的基坑底面以下深度，L 为桩长，

土体位移为桩土界面上的平均土体位移。桩

顶位移及土体位移均用最大土体位移 S0 无

量纲化。S0 指对无桩时的基坑开挖建立有限

元分析模型，计算得到的最大土体回弹位

移，S0=88mm。 

由图中可以看出，对于单桩，地表处桩

土界面上的土体位移为土体最大位移 S0 的

96％；对 5×5 群桩，地表处桩土界面上的

土体位移为土体最大位移 S0的 32％－55％，

由于桩的存在，大大约束了土体的回弹位

移，越靠近群桩中心，土体回弹位移越小。

土体回弹后，桩土界面将产生相对滑移，导

致桩顶位移远小于土体位移。单桩桩顶位移

为土体最大位移的 36％，而群桩桩顶位移为

土体最大位移的 21％－27％。由于群桩的遮

帘作用，外侧桩的回弹位移将大于内侧桩，

桩 a、b、c 的回弹位移分别为单桩的 73％，

62％和 58％。桩底处土体位移约为最大土体

位移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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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单桩及 5×5群桩土体位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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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单桩及 5×5群桩桩土相对位移图 

图 7 为单桩及群桩桩土相对位移图，桩

土相对位移量均用 S0 无量纲化。正相对位移

表示土体的回弹位移大于桩的回弹位移，在

桩周产生正摩阻力；反之，负相对位移表示

土体回弹位移小于桩的回弹位移。不同的相

对位移量将引起不同程度的桩侧摩阻力发

挥量。由图中可以看出，桩周上半部分土体

回弹量大于桩回弹量，而下半部分土体回弹

量小于桩回弹量，二者以中性面作为过渡

面，在中性面处，桩土相对位移为零。单桩

及桩 a 的中性面位于 Z/L=0.67，桩 b 及桩 c

的中性面位于 Z/L=0.8。由于群桩的遮帘作

用，在相同深度处，中心桩的桩土相对位移

量小于外侧桩。根据界面的定义，桩土相对

位移达 5mm 时界面将产生滑移，摩擦强度

即可完全发挥。由图 7 中可看出，单桩桩土

间相对位移最大，群桩中心桩处桩土间相对

位移最小。单桩 62％桩长范围的界面摩阻力

已达极限，对 5×5 群桩，a、b 桩分别有 45％、

16％桩长范围的界面摩阻力已达极限，桩 c

整个桩长范围内界面摩阻力均未达极限。 

为了更直观地研究群桩遮帘效应对桩

侧摩阻力发挥的影响，绘制桩侧摩阻力发挥

比 /m p  随深度变化图，如图 8 所示。 m 为

计算得到的桩侧摩阻力， p 为桩侧极限摩阻

力。由图中可以看出， /m p  随桩土相对位

移的增大而增大。每根桩随桩位的不同桩侧

摩阻力完全发挥的长度是不同的，单桩：

50%<Z/L<88%时桩侧摩阻力未完全发挥；群

桩桩 a：36%<Z/L<91%、桩 b：10%<Z/L<94%

时桩侧摩阻力未完全发挥，桩 c 整个桩长范

围内桩侧摩阻力均未完全发挥。同样可以看

出，由于群桩的遮帘效应，内侧桩桩侧摩阻

力的发挥远小于外侧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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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单桩及 5×5 群桩桩侧摩阻力发挥量图 

3.2 下卧层相对刚度 /
b c

E E 对群桩遮帘效应

的影响 

为了对下卧层刚度对群桩遮帘效应的

影响进行评价，进行了下卧层刚度变化时群

桩在基坑开挖条件下的回弹位移分析，图 9

表示了群桩回弹位移受下卧层相对刚度

/b cE E 的影响情况。图中，受群桩遮帘效应

影响的回弹位移相对减小量 rW
[9-10]定义为： 

( ) /r s g sW W W W    (1) 

W 为桩顶回弹位移，s 和 g 分别代表单桩和

群桩中的基桩。 

在 5×5 群桩的有限元分析中， cE 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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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30MPa）， bE 的变化范围为 1－100 cE（30

－3000MPa）。 bE 取 cE 和 100 cE 时分别代表

摩擦桩和端承桩。详细参数见表 1 和表 2 中

的分析类型 G2。 

由图中可以看出，当 / 10b cE E  时， rW

迅速上升，而 / 10b cE E  后， rW 渐趋平缓。

/b cE E 由 1 变至 100 时， rW 的变化范围为

7％－48％， rW 的变化范围随桩位置的不同

而不同。由于群桩的遮帘效应，对一个给定

的刚度比，中心桩（桩 c）的 rW 最大，角桩

（桩 a）的 rW 最小。中心桩和角桩的 rW 最

大差值可达 17％。 

当 / 10b cE E  时，随 /b cE E 的增大，中

心桩和角桩的 rW 差值迅速变大，当

/ 10b cE E  后， rW 差值变化不大。这表明随

下卧层刚度的变大，中心桩和角桩的 rW 差

值变大，即端承群桩的遮帘效应大于摩擦型

群 桩 的 遮 帘 效 应 。 但 应 当 注 意 到 ，

/ 10b cE E  后， rW 差值变化不大，这是由于

当下卧层刚度达到10 cE 之后，回弹位移受下

卧层的影响较小，主要由桩侧粘土层的刚度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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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5×5 群桩中 Wr随 Eb/Ec变化图 

3.3 群桩构形对遮帘效应的影响 

为了研究群桩构形（桩数及桩间距）对

桩回弹位移的影响，建立了另外两个群桩模

型，详细参数见表 1 和表 2 中的分析类型

G3、G4。图 10 表示不同构形群桩（5×5

群桩，桩间距 3d、5d 及 3×3 群桩，桩间距

3d）中桩 a、b、c 的 rW 图。由图中可以看出，

桩间距为 3d 时，5×5 群桩的回弹位移相对

减小量 rW 远大于 3×3 群桩。5×5 群桩 rW 的

变化范围为 27％－42％，角桩的 rW 最小，

中心桩最大。3×3 群桩不同位置桩的 rW 变

化范围仅为 8％－10％，说明各桩回弹量较

为均匀。对比上述结果可看出，桩数越多，

群桩的遮帘效应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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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构形群桩 Wr 变化图 

5×5 群桩桩间距为 5d 时， rW 变化范围

为 21％－30％，仅比 5×5 群桩桩间距为 3d

时 rW 小 6％－12％；而桩间距为 3d 时，3

×3 群桩 Wr 比 5×5 群桩小 19％－32％，对

比上述结果可看出，相对来说， rW 受桩数

的影响比受桩间距的影响大。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基坑开挖对单桩及群桩回

弹位移的影响，进行了桩周土及桩端下卧层

刚度变化时单桩回弹位移的分析，探讨了群

桩遮帘效应对基桩的影响及下卧层刚度和

群桩构形对遮帘效应的影响，可以得到以下

结论： 

（1）基桩的回弹位移受桩土相对刚度

（ /p cE E ）及下卧层相对刚度（ /b cE E ）的

影响，回弹位移可分为两部分：①由桩侧土

体回弹而引起的基桩回弹，这部分回弹量随

桩周土体模量的增大而线性减小；②由下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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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土体回弹而引起的回弹量，这部分回弹量

随 /b cE E 的变大而迅速变小。 

（2）5×5 群桩在桩间距为 3d 时，中心

桩、内部桩及角桩（桩 c、b 及 a）的回弹位

移分别为单桩的 58％、62％和 73％。由于

群桩的遮帘效应，将导致内侧桩的回弹位移

小于外侧桩。中心桩、内部桩及角桩分别有

0％、16％、45％桩长范围内的界面摩阻力

已达极限，单桩有 62％桩长范围内的界面摩

阻力已达极限。由此可见，由于群桩的遮帘

效应，将导致群桩内侧桩界面摩阻力发挥的

程度大大减小。 

（3）5×5 群桩中回弹位移相对减小量

rW 随 /b cE E 的变大而变大，且 rW 的变化与

桩位置有关；中心桩和角桩 rW 的差值随

/b cE E 的变大而变大，表明端承群桩的遮帘

效应大于摩擦型群桩的遮帘效应。 

（4）对不同构形群桩计算结果的对比

表明，桩数越多，群桩的遮帘效应越明显。

相对而言， rW 受桩数的影响比桩间距的影

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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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水湾止水帷幕施工方法及措施  

——全套管咬合桩施工技术  

肖宇轩  张广超  宋来福  

 

1.工程地理位置及周围环境情况 

本工程位于大连市高新园区凌水湾填

海区 E、F 地块。基坑占地面积约 31792 平

方米，E 地块基坑底开挖标高为-8.0m，地面

标高 6.2m，基坑深度为 14.2m。F 地块基坑

底开挖标高为-8.0m，地面标高 6.2m，基坑

深度为 14.2m。 

2、咬合桩工艺原理 

钻孔咬合桩是采用机械钻孔施工，桩与

桩之间相互咬合排列的一种基坑围护结

构。施工主要采用“套管钻机+超缓凝型

砼”方案。钻孔咬合桩的排列方式采用：

第一序桩素砼桩（A 桩）和第二序钢筋砼

桩（B 桩）间隔（如图一）；先施工 A桩，

后施工 B 桩，A 桩砼采用超缓凝型砼，要

求必须在 A 桩砼初凝之前完成 B 桩的施

工，B 桩施工时，利用套管钻机的切割能

力切割掉相邻 A 桩的部分砼，则实现了咬

合（如图二）。 

 

                                                    

 

 

 

 

 

 

 

 

 

 

 

 

3、施工准备 

（1）现场准备 

  第一阶段施工围场完毕；施工用电、用

水接至现场；施工范围内管线迁移，邻近

不能拆除的管线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

施；现场桩位测量放样，施工导墙浇筑；

全套管钻机及配套机械设备进场并进行

安装调试，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 

（2）技术准备 

1）桩超缓凝混凝土配制： 

超缓凝混凝土是钻孔咬合桩施工工艺所

需的特殊材料（因为其缓凝时间特别长，所

以称为超缓凝混凝土），这种混凝土主要用

于 A 桩，其作用是延长 A桩混凝土的初凝时

间，以达到其相邻 B 桩的成孔能够在 A 桩混

凝土初凝之前完成，这样便给套管钻机切割

A 桩砼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看出超缓凝混

凝土是钻孔咬合桩施工工艺成败的关键。 

2）、超缓凝混凝土的技术参数 

为了满足钻孔咬合桩的施工工艺的需要，超

缓凝混凝土必须达到以下技术参数的要求。 

 ① B 桩混凝土缓凝时间≥60 小时，其确定

的方法如下： 

a 成桩时间（t）测定 

  单桩成桩所需时间t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

和所选钻机的类型在现场作成桩试验来测

A1桩

砼导墙

B桩定位孔

A1

砼导墙

B

A2桩

A1

砼导墙

A1桩

砼导墙

B桩定位孔

B A2

套管底
口刃脚

砼导墙

A1

取土面

A1桩

砼导墙

B型桩孔

A2

冲击抓斗

套管

A2桩

B桩定位孔

A1桩施工 A2桩施工 B桩施工

图二  钻孔咬合桩施工工艺原理图

A BB B

图一   钻孔咬合桩平面示意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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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试验结果 t为12~15小时，取上限值t=15

小时。 

b 确定 B 桩混凝土缓凝时间 T 

根据下式计算 B 桩混凝土的缓凝时间： 

T=3t+K  

式中：T——B 桩混凝土的缓凝时间（初凝时

间） 

K——储备时间，一般取 1.0tt——单桩成桩

所需时间 

② 混凝土坍落度： 16±2 ㎝ 

确定原则： 

a 水下混凝土灌注的需要； 

b 满足防止“管涌”措施的需要； 

C 为防止“管涌”，混凝土坍落度 d 随时间 t

的损失曲线应尽量陡一些，即 d 损失的快一

些。混凝土的 3 天强度值 R3d 不大于 3Mpa。 

其作用是：在施工过程中遇到意外情况（如

设备故障等）拖延了时间，以致于在 A 桩混

凝土终凝后才施工 B 桩，这时，由于混凝土

早期强度不高，使 B 桩咬合部分混凝土处理

起来方便。最终强度满足设计要求（2）超

缓凝混凝土技术参数表。 

强度等级 坍落度 
初凝时

间 

3天 

强度 

满足设计 

要求 
16±2cm ≥60h 

≤

2Mpa 

4、施工特点 

钻孔咬合桩施工采用“套管钻机+超缓凝

型砼”方案，套管钻机施工咬合桩的特点： 

（1）成孔精度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由于

套管压入地层是靠主机液压油缸行程进

行完成的，每次压入深度约 50cm，可以边

压入边纠偏，进行全过程的垂直精度控

制； 

（2）成孔精度检测在管内进行变得更为

方便、易控制且有直观感； 

（3）有冲抓斗在管内取土，无须排放泥

浆，近于干法施工；机械设备噪声低，振

动小，大大减少工程施工时对环境的污

染，有利于文明施工； 

（4）沉降及变形容易控制，能紧邻相近

的建筑物和地下管线施工； 

（5）能有效的防止孔内流砂、涌泥，成

桩质量高； 

（6）能完全起到止水作用； 

（7）混凝土强度可按设计要求提高，可

靠性强； 

（8）全套管的护孔方式使第二序次施工

的桩在已有的第一序次的两桩间实施切

割咬合，能保证桩间紧密咬合，形成良好

的整体连续结构； 

（9）由于采用管内灌注混凝土，使得桩

身鼓包或缩颈现象大大减少，从而杜绝了

混凝土浪费及桩身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5、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孔口定位误差的控制 

 为了保证全套管咬合桩底部有足够的

咬合量，应对其孔口的定位误差进行严格的

控制，孔口定位误差的允许值可按表-1 来进

行选择。 

 

桩 长 

咬合厚度 10m以下 10～15m 15m以上 

100mm ±10 ±10 ±10 

150mm ±15 ±10 ±10 

200mm ±20 ±15 ±10 

孔口定位误差允许值表 1 

注：表中孔口定位误差允许值单位以毫米计。 

 

（1）导墙的施工 

具体步骤： 

①平整场地：清除地表杂物，填平碾压地

下管线迁移的沟槽。 

②测放桩位：根据设计图纸提供的坐标外

放不小于 100mm（为抵消咬合桩在基坑开

挖时在外侧土压力作用下向内位移和变

形而造成的基坑结构净空减小变化）计算

咬合桩中心线坐标，采用全站仪根据地面

导线控制点进行实地放样，并作好护桩，

作为导墙施工的控制中线。报监理复核。 

③导墙沟槽开挖：在桩位放样线符合要求

后即可进行沟槽的开挖，采用人工开挖施

工。开挖结束后对基槽整平夯实，并立即

将中心线引入沟槽下，以控制底模及模板

施工，确保导墙中心线的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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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钢筋绑扎：沟槽开挖结束后绑扎导墙钢

筋，导墙钢筋按设计布置，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见工程照片 1） 

⑤模板施工：模板采用钢模（转角处可用

砖砌），导墙预留定位孔模板直径为套管

直径扩大 3cm。模板加固采用钢管支撑，

支撑间距不大于 1 米，确保加固牢固，严

防跑模，并保证轴线和净空的准确，砼浇

注前先检查模板的垂直度和中线以及净

距是否符合要求，经“三检”合格报监理

通过方可进行砼浇注。（见工程照片 2） 

⑥砼浇注施工：砼采用 C20 商品砼，砼浇

注时两边对称交替进行，严防走模。如发

生走模，应立即停止砼的浇注，重新加固

模板，并纠到设计位置后，方可继续进行

浇注。振捣采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间距

为 600mm 左右，防止振捣不均，同时也要

防止在一处过振而发生走模现象。（见工

程照片 3） 

⑦为满足施工需要,导墙宽度大于 4 米、

0.4—0.5m 厚、预留孔径Φ1030（1.03m）。

（如图所示） 

 

图 五 钻 孔 咬 合 桩 导 墙 平 面 布 置 示 意 图

钻孔咬合桩     导墙预留（

钻孔咬合桩

 
⑧咬合桩的施工工艺流程 

   总的原则是先施工 A 桩，后施工 B 桩，

其施工工艺流程为（实际施工流程待试桩后

另定）：A1——A2——B1——A3——B2——A4

——B3……An——Bn-1，如下图所示。 

 

A1       B1      A2       B2      A3       B3      A4       B4      A5      B5       A6      B6       A7

施工工艺流程图 

6、关键技术 

（1）桩的垂直度的控制  

为了保证咬合桩底部有足够厚度的咬合

量，除对其孔口定位误差严格控制外，还应

对其垂直度进行严格的控制，根据我国《地

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规定，桩的垂

直度标准为≤5‰。 

成孔垂直度的控制： 

①套管的顺直度检查和校正 

咬合桩施工前在平整地面上进行套管顺

直度的检查和校正，首先检查和校正单节套

管的顺直度，然后将按照桩长配置的套管全

部连接起来，套管顺直度偏差控制在 1‰

~2‰。 

②成孔过程中桩的垂直度监测和检查 

1）地面监测：在地面选择两个相互垂

直的方向采用线锤监测地面以上部分的套

管的垂直度，发现偏差随时纠正。这项检测

在每根桩的成孔过程中应自始自终坚持，不

能中断。 

2）孔内检查：每节套管压完后安装下一

节套管之前，都要停下来用“测环”或“线

锤”进行孔内垂直度检查，不合格时需进行

纠偏，直至合格才能进行下一节套管施工。 

③纠偏 

成孔过程中如发现垂直度偏差过大，必

须及时进行纠偏调整，纠偏的常用方法有以

下三种： 

1）利用钻机油缸进行纠偏：如果偏差

不大于或套管入土不深（5m 以下），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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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钻机的两个顶升油缸和两个推拉油缸

调节套管的垂直度，即可达到纠偏的目的。 

2）A 桩纠偏：如果 A 桩在入土 5m 以下

发生较大偏移，可先利用钻机油缸直接纠

偏，如达不到要求，可向套管内填砂或粘土，

一边填土一边拔起套管，直至将套管提升到

上一次检查合格的地方，然后调直套管，检

查其垂直度合格后再重新下压。 

3）B 桩的纠偏：B 桩的纠偏方法与 A桩

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是不能向套管内填砂

或粘土而应填入与 A 桩相同的砼，否则有可

能在桩间留下土夹层，从而影响排桩的防水

效果。 

（2） 咬合厚度的选择  

相邻桩之间的咬合厚度 d根据桩长来选

取，桩越短咬合厚度越小（但最小不宜小于

100mm），桩越长咬合厚度越大，按下式进行

计算： 

d－2（kL+q）≥50mm   （即保证桩底

的最小咬合厚度不小于 50mm） 

式中    L——桩长 

        k——桩的垂直度 

        q——孔口定位误差容许值 

        d——嵌岩咬合桩的设计咬合

厚度 

（3） A 桩砼缓凝时间的确定 

A 桩砼缓凝时间应根据单桩成桩时间来

确定，单桩成桩时间又与地质条件、桩长、

桩径和钻机能力等直接的联系。因此，A 桩

砼缓凝时间根据以下方法来确定。 

根据下式计算 A 桩砼的缓凝时间，可根据下

式进行计算。T=3t+K 

式中：T——A 桩砼的缓凝时间（初凝时间） 

K——储备时间，一般取 1.0 t 

t——单桩成桩所需时间 

（4）如何克服“管涌” 

如图六所示，在 B 桩成孔过程中，由于

A 桩混凝土未凝固，还处于流动状态，A 桩

混凝土有可能从 A、B 桩相交处涌入 B 桩孔

内，称之为“管涌”，克服“管涌”有以下

几个方法： 

①A 桩混凝土的坍落度应尽量小一些，

不宜超过 18cm，以便于降低混凝土的流动

性。 

②套管底口应始终保持超前于开砼面

一定距离，以便于造成一段“瓶颈”，阻止

混凝土的流动，如果钻机能力许可，这个距

离越大越好，但至少不应小于 2.5m。 

③B 桩成孔过程中应注意观察相邻两侧

A 桩混凝土顶面，如发现 A 桩混凝土下陷应

立即停止 B桩开挖，并一边将套管尽量下压

一边向 B 桩内填土或注水，直到完全制止住

“管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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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B型桩施工过程中的砼管涌现象示意图

 
（5） 克服钢筋笼上浮的方法 

由于套管内壁与钢筋笼外缘之间的空

隙较小，因此在上拔套管的时候，钢筋笼将

有可能被套管带着一起上浮。其预防措施主

要有： 

① B 桩混凝土的骨料粒径应尽量小一

些，不宜大于 30mm。 

②在钢筋笼底部焊上一块比钢筋笼直

径略小的薄钢板以增加其抗浮能力。 

③钢筋笼导正器必须制作。 

④砼灌注必须按操作规程进行。 

（6） 分段施工接头的处理方法 

往往一台钻机施工无法满足工程进度，

需要多台钻机分段施工，这就存在与先施工

段的接头问题。采用砂桩是一个比较好的方

法，如图七所示。在施工段与段的端头设置

一个砂桩（成孔后用砂灌满），待后施工段

到此接头时挖出砂灌上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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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事故桩的处理方法 

在嵌岩咬合桩施工过程中，因 A 桩超缓

混凝土的质量不稳定出现早凝现象或机械设

备故障等原因，造成嵌岩咬合桩的施工未能

按正常要求进行而形成事故桩。事故桩的处

理主要分以下几种情况： 

①移桩位单侧咬合 
旋喷桩

平移 桩与缓凝A桩相切

早凝A桩

图八  平移桩位单侧咬合示意图

A1 A2B

 

如图八所示,B桩成孔施工时,其一侧A1

桩的砼已经凝固,使套管钻机不能按正常要

求切割咬合 A1、A2 桩。在这种情况下，宜

向 A2 桩方向平移 B 桩桩位，使套管钻机单

侧切割 A2 桩施工 B 桩，并在 A1 桩和 B桩外

侧另增加一根旋喷桩作为防水处理。 

②背桩补强 

如图九所示，B1桩成孔施工时，其两侧

A1、A2桩的混凝土均已凝固，在这种情况下，

则放弃 B1桩的施工，调整桩序继续后面咬合

桩的施工，以后在 B1桩外侧增加一根钢筋桩

（与两素桩相交）及两根旋喷桩作为补强、

防水处理。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将 A1和 A2桩之

间的夹土清除喷上混凝土即可。 

③预留咬合锲口 

如图十所示，在 B1 桩成孔施工中发现

A1 桩砼已有早凝倾向但还未完全凝固时，此

时为避免继续按正常顺序施工造成事故桩，

可及时在 A1桩右侧施工一砂桩以预留出咬合

锲口，待调整完成后再继续后面桩的施工。 

冠梁

早凝A1桩

A1 A2

B1

图九 嵌岩咬合桩背桩补强示意图

旋喷桩

背桩（钢筋桩）

 

 

 

 

 

 

 

 

 

 

 

 

 

 

 

 

A砂桩 AB BAB A 砂桩

图七  分段施工接头预设砂桩示意图

A1

早凝桩 砂桩

B1 B2

早凝桩

B1 A1 A2

砂桩

B2

砂桩

B2A1B1

早凝桩

A2

图十  预留咬合企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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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管咬合桩施工技术附图 
 

 

  

工程照片 1 导槽钢筋绑扎     工程照片 2 导槽模板施工 

 

 
工程照片 3 导槽砼浇筑施工     工程照片 4 导槽 

 

 
工程照片 6 咬合桩施工 1     工程照片 7 咬合桩施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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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临近建筑物深基坑支护方案比选分析 

崔 洋  桑伟锋  曾庆辉  戴武奎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一个临近已有在建建筑物深基坑支护项目的设计过程。该项目工程地质条件复杂且基坑周边临近在建建

筑物，建筑物下采用桩基础形式，极大的限制了支护方案的选择。因此，此项目放弃了沈阳地区常用的支护桩+预应力

锚索的支护形式，考虑采用支护桩+钢支撑形式进行支护。 

关键词  深基坑  钢支撑  方案对比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居民对居住环境要

求的不断提高，在这寸土寸金的都市中，建筑

向高空发展和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已成为建筑行

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而使得深基坑支护

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基坑支护

结构属于临时性结构，在地下工程施工完成后

就不再需要，故安全储备较小，风险性较大，

所以工程师在深基坑支护设计时需更加周全、

谨慎。根据以往与地铁工程有关项目的经验，

业主对变形的求都会比较严格，从而给设计带

来更大的挑战。 

2.设计条件 

此项目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南大甸

子村，紧邻正在施工的地铁浑南停车场停车列

检库，详见图 2-1： 

 

 

图 2-1 项目位置示意图 

（基坑位于总图中西南角）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所示，地下水水位

在地表下约 18 米位置，故此项目暂不考虑降水

问题，地层情况详见表 2-1。 

表 2-1 土层参数表 

土层名

称 

天然重度

（kN/m3） 

粘聚力

（kPa） 

摩擦角

（°） 

压缩模

量（MPa） 

杂填土 17.1 0 12  

粉质粘 19.1 25 5 5.5 

土 

粉质粘

土 
19.3 25 7 5.2 

细中砂 19.4 0 25 10 

圆砾 19.8 0 35 30 

自然地面标高为相对标高-0.500，由

业主提供的结构图得知，基础底板底相对

标高为-16.400，两处局部加深处底板底

相对标高为-17.100 和-17.600，基坑坑

深最深处为 17.1 米，底板基础约为

23mX53m，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基坑周

边超载按 10kPa 考虑。 

3.支护方案选择阶段 

此项目基坑坑底以上土层均为软塑

状态粉质粘土，坑底以下土层为圆砾，如

选用常规的桩锚形式进行支护，锚杆长度

较长，排数较多，且锚索施工要求避开临

近建筑物下桩基础，大大增加了锚索施工

的难度，故结合施工方现有的施工工艺及

施工材料，最终放弃常规做法，改为选用

钢管支撑对基坑进行支护。根据已有的相

关工程经验，设计中选用了两种钢支撑形

式进行对比分析。 

3.1 方案选择 

方案一：是考虑八字撑，布设三层，

由单元计算确定弯矩最小的层高分配，周

边支护桩采用直径 1 米，间距 1.3 米旋挖

桩，桩长 23 米，主撑钢管选用Φ630X20

钢管，八字撑选用 H 型钢 400X408X21X21

或者Φ402X16 钢管，周边腰梁采用双拼 H

型钢 400X408X21X21，支撑轴线具体布置

如图 3-1 所示。 

方案二：考虑水平对撑，布设三层，

由单元计算确定弯矩最小的层高分配，周

边支护桩采用直径 1 米，间距 1.3 米旋挖

桩，桩长 23 米，主撑钢管选用Φ609X16

钢管，斜角撑选用Φ609X16 钢管，周边

腰梁采用双拼 H 型钢 400X408X21X2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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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轴线具体布置如图 3-2 所示。 

  

图 3-1 方案一     图 3-2 方案二 

3.2 方案比对 

通过理正深基坑 7.0 整体计算后，方案对

比结果如图 3-3和 3-4： 

 

图 3-3 方案一支撑结构立体布置图 

 

图 3-4 方案二支撑结构立体布置图 

 

图 3-5 方案一支撑结构轴力立体图 

 

图 3-6 方案二支撑结构轴力立体图 

 

 
图 3-7 方案二钢管与立柱连接节点图 

方案一中支护桩弯矩较小，所需总钢管长

度较少，钢管间距较大，便于取土施工，但支

撑钢管轴力较大，需选用型号较大的钢管作为

主撑，且支撑节点样式过多，增加了施工的难

度。同时此项目为三层支撑结构，交叉钢管处

立柱受施工条件限制不能设置在交叉节点，因

此对钢管产生偏心作用，对结构稳定产生影响。 

方案二中立柱双侧支撑钢管（见图 3-7）

方法能较好的控制结构的稳定性，并且由于支

撑间距较近，布置形式简单，钢管轴力较

小，腰梁剪力也相对减小，故安全性有所

提高。另外，减少支撑节点样式及立柱数

量更加便于施工。 

根据两种方案优缺点的分析，确认采

取方案二作为本项目的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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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方案参数对比表 

方案名称 支撑轴力 

（KN） 

腰梁剪力 

(KN) 

支护桩弯

矩(KN*m) 

整体最大

位移（mm） 

支撑节点

样式(个) 

主钢管撑型号 总钢管长

度（m） 

立柱量 

（个） 

方案一 4570 1814 808 21.54 6 Φ630X20 405 18 

方案二 3310 1651 1129 15.22 2 Φ609X16 460 12 

4.支护结构计算设计阶段 

  

图 4-1 支撑结构腰梁剪力图      图 4-2 支撑钢管受压计

算图 

选定方案后，通过整体计算设计得出结

果： 

4.1 腰梁剪力计算 

通过软件整体计算得出支撑结构腰梁

最大剪力为 1651KN，如图 4-1 所示，选用双

拼 H 型钢 400X408X21X21，根据《钢结构设

计规范 GB50017-2003》公式 4.1.2,受弯构

件抗剪强度计算得： 

2 21651000 / 2*1960060
110.66 / 120 /

696282500*21w

VS
N m N m

It
    

 
满足要求。 

4.2 支撑钢管轴力计算 

通过软件整体计算得出支撑钢管最大

轴力为 3310KN，选用Φ609X16 钢管，轴力

最大位置钢管长度为 4242mm，弯矩为

40KN.m，其位置偏心距为 40/3310=12.08mm,

根 据 《 建 筑 基 坑 支 护 技 术 规 程 》

（JGJ120-2012）4.9.7要求，偏心距取40mm，

通过理正结构工具箱压弯构件强度与稳定

计算得出结果为：绕 X 轴弯曲时的最小整体

稳定性安全系数:1.53，该截面距离构件顶

端:4.242(m)；绕 Y 轴弯曲时的最小整体稳

定性安全系数:1.49，该截面距离构件顶

端:4.242(m)；最小强度安全系数:1.56，该

截面距离构件顶端:4.242(m)。构件安全状

态:稳定满足要求，强度满足要求。 

再选择支撑结构中较重要切弯矩或轴

力较大的钢管进行验算，其稳定性和强度结

果均满足要求。详见图 4-2 

4.3 立柱的选择 

此项目立柱选用钢格构立柱，钢格构立

柱采用 4 根 L180X18，缀板采用 460X300X14

焊接角钢。立柱桩采用直径 1m 的旋挖桩，

立柱进入立柱桩不小于 3m，立柱在立柱桩范

围内螺旋箍筋加密。参考《建筑基坑支护结

构构造》（11SG814）中关于双钢管支撑位于

格构柱边的介绍，具体连接方法如图 3-7 所

示。 

 

图 4-3 支撑结构剖面图 

5.结论 

经计算，此结构整体位移值最大为

15.22mm，结构变形及沉降均满足规范要求，

对基坑周边环境及设施影响小，施工方案可

行合理。随着充分利用地下空间的发展趋

势，深基坑项目将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结

合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因素，支护方案选

择也会有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会给工

程师带来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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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某高速铁路膨胀土挖方边坡的防护措施 

孙振华  孙 茉 

摘  要  由于高速铁路的发展，铁路的行车速度越来越快，对路基边坡的防护措施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存在不良地质条件的

路堑边坡，本文结合实际工程对膨胀土路基边坡的防护措施进行探讨，为以后存在相似地质条件的高速铁路路堑边坡

防护提供借鉴。 

关键词  膨胀土、支撑渗沟、挡土墙、预加固桩 

 

0.引言 

膨胀土指土中黏土矿物主要由亲水矿

物组成，具有吸水膨胀、软化、崩解和失水

急剧收缩开裂，并能产生往复变形的黏性土
[1]
。膨胀土具有干缩湿胀、强度随干湿循环

产生剧烈衰减，残余强度远低于峰值强度等

特性，而且膨胀土裂隙面往往充填灰白、灰

绿色高塑性黏土，有地下水时，结构面强度

大大降低，路堑边坡易失稳
[2]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铁路建设事业也

进入了蓬勃发展期，在这之中难以避免会遇

到膨胀土地段的路堑边坡，由于膨胀土的液

限、塑限和塑性指数较大,一般时处于比较

坚硬状态，通常容易被勘察、施工人员所忽

视,但却在工程中留下了严重隐患,对于工

程的后期建设运营有着非常大的危险。因

此，对高速铁路膨胀土路基边坡进行综合防

治十分必要。 

1.防护措施分析 

1.1 膨胀土边坡的破坏机理及形式 

关于膨胀土的破坏机理，不同的学者在

不同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要

有廖世文的胀缩效应理论
[3]
、Bjerrum 的渐

近性破坏理论
[4]
、Bishop和 Bjerrum的滞后

破坏理论
[5]
、以及以 Fredlund 双变量理论

[6]

为代表的非饱和强度理论等。 

膨胀土路堑边坡的破坏形式是多样的，

但从破坏的深度上来分，可归纳为浅层破坏

与深层破坏两种类型。浅层破坏是指发生在

气候影响层内的边坡变形，超过这层厚度的

边坡变形便是深层破坏
[1]
。 

根据以上的分析，路堑边坡应着重从上

面分析到的几种破坏形式入手进行防护： 

（1）浅层破坏由于是受气候变化、风

化程度、裂隙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所以

对于可能发生的浅层破坏，宜采取相对保湿

防渗措施； 

（2）对于深层破坏破坏一般采用抗滑

桩加挡土墙的设置方式； 

（3）对于地下水发育的地段宜设置仰

斜排水孔、支撑渗沟和纵向盲沟等地下排水

措施。 

2.工程实例 

本工程位于成蒲城市铁路DK77+712～

DK77+815段右侧，长103m。 

2.1 地层岩性 

本段上覆全新统残积黏土，中更新统冰

水-流水堆积层卵石土。各地层岩性如下： 

（2）黏土（Q4
el
）：棕红、棕黄、褐黄色，

坚硬～硬塑状，偶含卵砾石，干钻岩心，多

见饼状及短柱状，下部见柱状，多见斑点状

结构，具有典型裂土特征。 

（3）卵石土（Q2
fgl-al

）：褐黄色，密实，

稍湿～潮湿状，卵石直径60～120mm，含量

50～60%，分选性差，浑圆状，成分以全、

强风化的花岗岩、砂岩为主。漂石直径200～

300mm，含量约10～15%。其余为黏土充填，

含少量中砂。段内均有分布。厚度大于20m。 

2.2 水文地质特征 

本段地表水以沟水、鱼塘水为主。流量

受季节变化影响大，冬季水量较小，夏季较

大。主要受大气降水补给，径流途径较好，

以蒸发、下渗和径流等形式排泄。 

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水，主要赋存

于粘土孔隙、卵石土及砂层中，土体透水性

弱～中等、渗透系数K=15m/d。 

2.3 地震动参数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01）和 2008 年 6 月 11 日发布的

GB18306－2001《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单，测区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为 0.1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划分为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5%f2%d5%cd%cd%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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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s。 

2.4设计方案 

据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遵循缓坡

率、宽平台、加固坡脚及防护相结合的原则，

本工程采用了桩间挡土墙、骨架护坡、支撑

渗沟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措施见如图1，如

下: 

 

图 1 DK77+712～DK77+815 右侧支挡结构正面图 

（1）DK77+730～DK77+790，右侧长60m，

设置路堑桩间挡土墙预加固桩。预加固桩桩

间距（中～中）6.0m，桩截面采用1.5×2.0

矩形截面，桩靠线路侧边缘距左线线路中心

距离为17.5m，桩长13m，共设置11根预加固

桩。 

（2）DK77+720～DK77+800，线路右侧

长80m,设置重力式路堑挡土墙,墙背设置反

滤层，反滤层采用一层复合防排水网+0.5m

厚的袋装砂卵石层。路堑挡土墙最大墙高

5m，最小墙高3m。 

（3）DK77+712～DK77+805，线路右侧

长93m，墙顶边坡采用人字型截水骨架内喷

播植草间植灌木护坡，采用主骨架净距3m，

支骨架净距3m。骨架采用C25混凝土现浇。 

（4）段内其余边坡采用液压喷播植草

护坡。 

（5）DK77+721～DK77+805，线路右侧

长84m，每隔两个主骨架设置1道支撑渗沟，

共8道，渗沟宽度1.5m，深2m。支撑渗沟轴

线为人字型截水骨架护坡主骨架轴线位置，

若该支撑渗沟与预加固桩发生冲突时，可根

据现场情况适当调整其位置，该支撑渗沟处

取消原人字型截水骨架护坡主骨架。每级每

段边坡支撑渗沟应先于该级该段骨架护坡

施工。详见图2、3、4、5。 

 

图 2  支撑渗沟横断面图 

 

图 3  支撑渗沟剖面图 

 

图 4  A 节点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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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B 节点大样图 

（6）各级平台靠边坡侧设置平台截水

沟，截水沟尺寸0.4m×0.4m，厚0.2m，采用

C30混凝土浇筑。 

（7）桩及挡墙墙顶设置 0.1m 厚 C30 混

凝土浇筑平台封闭，平台宽 3m。 

3.结论及建议 

3.1 本支护措施已在工程中采用，取得

了良好的支护效果； 

 

3.2 膨胀土边坡坡面处理应立足于坡面

排水，加强坡脚支挡，坡面植草进行防护； 

3.3 渗沟、桩板墙、抗滑桩均为路堑边

坡加固防护行之有效的方法； 

3.4 膨胀土边坡的设计方法通常采用工

程地质类比法结合一般黏土的计算方法，还

没有一种完全适用于膨胀土边坡的计算方

法，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膨胀土边坡破坏的规律性及其适用的计算

方法，以使以后的膨胀土边坡的设计方案更

加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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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Of The Expansive Soil Cutting Slopes Beside 

High-speed Railway 

Zhenhua Sun  Mo Su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the running speed becomes faster and 

faster, so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of cutting slope become more rigorous, especially for 

the cutting slope that have poor geologic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protection measures of the expansive soil slope combined with some practical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cutting slopes with the similar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high-speed railwa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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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变化对岩质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宋来福  肖宇轩  孟乾峰  吉兆腾 

摘 要  水位变化对岩质边坡的稳定性影响非常显著，因此本文结合工程算例，分析了不同水位条件下某岩质边坡稳定性变化

规律，论文采用极限平衡法中的 Morgennstern-Price 法和 Sarma 法对岩质边坡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对两种方法

计算得到的结果加以比较。最后对岩质边坡的稳定性进行合理评价。 

关键词  极限平衡法  边坡稳定性  安全系数 

 

1. 引言 

18 世纪，库伦与郎肯分析土压力时所

采用的方法逐渐被广大学者所认知，并被广

泛推广至边坡稳定性分析中
[1]
，因而极限平

衡理论逐渐形成。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计算机等新技术被大家熟知，并逐

渐运用到边坡的稳定性分析中来。 

目前，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基本分为

两类
[2]
：一类是建立在极限

平衡理论
上的极限平

衡法，另一类是以有限元为代表的数值计算

方法。极限平衡理论计算简捷，对于复杂剖

面等情况均能进行分析，但是计算过程中要

进行简化，结果有一定的误差；数值分析法

能够考虑岩土体的非均质及不连续性，并能

考虑岩土体的本构关系、应力、应变的影响
[3]
。但是在实际考察中我们发现，极限平衡

理论是分析边坡稳定性最为精典的分析方

法
[4]
,尤其是在分析复杂岩石边坡、边坡系

统不确定及边坡系统某些方面是灰色模糊

的
[5]
,就目前研究现状来说，将岩石边坡进

行部分简化后进行稳定性分析是最为实用

的方法
[6]
。 

水位变化是影响边坡稳定性的重要因

素，大量事实证明 90％以上的边坡失稳破坏

与水位变化息息相关
[7]
，因此深入了解水位

变化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已经迫在眉睫，鉴

于此本文通过研究某水电站岩石边坡的稳

定性，分析水位变化后，岩体边坡稳定性的

变化规律。 

2. 岩质边坡的工程地质特征 

某岩质边坡位于江河下游，边坡坡度属

于峻坡～陡坡，山体单薄。水面高程 443.50m

左右，山体自然坡度平均为 41°，坡向

N43°E～S43°W。基岩为震旦系下统万隆组

（Z1W）灰岩，灰岩呈黑～灰黑色薄～互层

状结构。岩体完整性差，岩体中穿插有多条

闪长玢岩、正长斑岩、灰绿玢岩岩脉，岩脉

均呈镶嵌碎裂结构，完整性差。边坡表部岩

体呈中等风化状态。岩层走向斜交山坡，倾

向坡外偏上游，倾角小于坡角。多数岩脉、

断层和夹泥裂隙走向斜交山坡，向坡内陡

倾，倾角较陡。未发现平行山坡倾向坡外的

缓倾角断层，节理。岩体透水性因部分试段

位于断层破碎带内，透水率平均值为 9Lu，

最大值为 14Lu，地下水坡降 0.50，由于引

水洞开挖，地下水位有所下降。 

3.岩质边坡的稳定性分析 

3.1 计算工况 

本次计算采用了 Morgennstern-Price 法

和 Sarma 法（斜条分），对拟定的三种工况

分别进行了计算。山体边坡稳定性计算按下

列三种工况进行： 

（1）工况 1：蓄水前，即天然条件，水位按

原提供的水位线考虑。 

（2）工况 2：蓄水后，按照渗流计算成果提

供的水位考虑。 

（3）工况 3：蓄水+降雨，按照设计方和渗

流计算结果提供的新水位考虑。 

3.2 计算参数 

计算中岩体及各种结构面的参数取值

按表 3-1 及表 3-2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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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地质参数建议表 

岩土名称 
渗透系数 

（Lu） 

弹性模量 

（GPa） 
泊松比 

抗剪断强度 抗剪强度 

f
/
 c

/（GPa） f 

灰岩 15.6 6 0.33 0.70 300 0.5 

岩脉 14 7 0.31 0.70 300 0.5 

断层破碎带 16 1.5 0.35 0.28 6 0.25 

灰岩层面节理    0.55 70 0.45 

其它节理（包括岩脉接触裂

隙） 
   0.50 50 0.4 

 

 

表 3-2  岩体容重一览表 

岩石名称 天然容重（KN/m
3） 饱和容重（KN/m

3） 

灰岩 26.1 26.4 

闪长玢岩 27.5 27.8 

辉绿玢岩 28.0 28.3 

正长斑岩 27.8 28.1 

断层破碎带 23.0 23.3 

 

3.3 计算结果与分析边坡整体稳定性计算根

据工程结构分布及工程地质条件，拟定二个

计算剖面，编号分别为 1、2 号剖面。每个

剖面拟定 5 个潜在滑面，分析确定不同深度

的 5 个计算滑面的稳定性，从上到下分别为

a,b,c,d,e 滑面。 

3.3.1 Morgenstern-Price 法计算结果（由于篇

幅有限本文只给出其计算结果），参见表

3-3~表 3-5。 

表 3-3  工况 1 

计算剖面 
潜在滑面 

a b c d e 

1 号剖面 3.010 2.909 2.712 2.487 1.851 

2 号剖面 2.618 2.325 2.301 2.268 1.609 

 

表 3-4  工况 2 

计算剖面 
潜在滑面 

a b c d e 

1 号剖面 3.008 2.806 2.674 2.441 1.811 

2 号剖面 2.555 2.176 1.971 1.822 1.404 

 

 

表 3-5  工况 3 

计算剖面 
潜在滑面 

a b c d e 

1 号剖面 3.008 2.806 2.664 2.433 1.806 

2 号剖面 2.555 2.176 1.969 1.673 1.393 

 

 
图 3-1  M-P 法计算 1 号剖面不同深度条件下安全系数 

 

 
图 3-2  M-P 法计算 2 号剖面不同深度条件下安全系数 

由图 3-1、3-2 可以看到随着水位抬升，

岩质边坡的稳定性时逐渐降低的， 2 号剖面

尤为显著。同时随着滑移面深度的下移，1

号边坡稳定性逐渐降低，2 号剖面边坡稳定

性先提高后逐渐降低，但是最后走势还是逐

渐降低的。考虑降水因素与水位抬升共同作

用影响，与水位抬升后对岩质边坡的稳定性

影响基本差别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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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Sarma 法计算结果 

表 3-6  工况 1 

计算剖面 
潜在滑面 

a b c d e 

1 号剖面 1.968 1.788 1.932 1.638 1.382 

2 号剖面 2.061 2.111 2.072 1.783 1.413 

 

表 3-7  工况 2 

计算剖面 
潜在滑面 

a b c d e 

1 号剖面 1.968 1.788 1.792 1.628 1.360 

2 号剖面 2.061 2.111 2.061 1.732 1.366 

 

表 3-8  工况 3 

计算剖面 
潜在滑面 

a b c d e 

1 号剖面 1.968 1.788 1.779 1.604 1.352 

2 号剖面 2.061 2.111 2.054 1.711 1.361 

 

图 3-3  Sarma 法计算 1 号剖面不同深度条件下安全系数 

 

 
图 3-4  Sarma 法计算 2 号剖面不同深度条件下安全系数 

随着水位抬升，岩质边坡的稳定性时逐

渐降低的，同时在不同剖面条件下，随着滑

移面深度的增加，边坡的稳定性时呈线性降

低的，考虑水位抬升后与水位抬升叠加降水

作用的影响二者得到的结果比较接近，说明

差别不明显。如图 3-3、3-4 所示。 

4. 结论 

（1）不同水位条件下，岩质边坡的整

体稳定性有着显著的不同，水位抬升后，岩

质边坡稳定性显著降低，水位抬升后，岩体

的抗剪强度指标逐渐降低，从而降低了岩体

内的摩擦抗滑力。但是通过计算得到岩质边

坡在水位抬升后整体是稳定的。 

（2）三种工况条件下边坡的安全系数

均大于 1.25，在考虑正常蓄水+雨雪条件下

的工况 3 时的边坡稳定系数均大于规范要

求。不同剖面不同工况条件下，M-P 法和

Sarma 法的计算结果基本接近，说明计算结

果是可靠的。 

（3）本文选取了作者认为较好的方法

对岩质边坡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水位变化

对岩质边坡的稳定性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

过程，所以在以后的分析中应加强模拟动态

水位变化后对边坡稳定性影响的分析，同时

加强实验研究，完善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

采用更多的方法对边坡的稳定性分析进行

比较[8]，对正确分析水位变化后对边坡的稳

定性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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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水位的变化对某崩塌堆积体稳定性的影响 

张广超  宋来福  肖宇轩 

摘 要  库水位的变化对库区边坡的稳定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分析水位变动对边坡的影响规律，文中通过有限元法和

极限平衡法相结合的途径，对某崩塌堆积体在不同库水位条件下的应力场和应变场及稳定性进行分析，采用数值模拟

得到了堆积体不同水位的应力和应变分布特征。利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和极限平衡法评价了堆积体的稳定性，分析表

明： 
（1）在低水位处水平位移和剪应力值最大，随着水位上升位移和剪应力值在逐渐减小； 

（2）随着水位的上升，稳定性系数在逐渐增大，因此发生深层滑动的可能性在减小； 
（3）通过计算强度折减法要比极限平衡法计算的稳定系数偏大。 

关键词  崩滑堆积体  库水位变化  稳定性 

 1.引 言 

边坡稳定性分析是同土压力和地基承

载力共同发展的，库伦和朗肯在分析土压力

采用的方法被广泛推广到地基承载力和边

坡稳定中，逐渐形成一个体系-极限平衡理

论。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和有限元逐渐

被我们认知，计算机技术和有限元方法的发

展对于严格要求应力应变分析建筑结构的

稳定、变形得到实现。因此有限元的方法被

广泛应用到边坡稳定性分析，将来依托于计

算机技术，形成人工智能评价系统将成为未

来分析边坡稳定性的发展趋势。 

目前边坡稳定性分析运用最多的主要

是两类：一类为建立在刚体极限平衡理论上

的极限平衡法，另一类有限元为代表的数值

计算方法
[1]
。极限平衡法计算简单，可以解

决复杂剖面形状和各种加载形式，但是计算

中要进行许多简化，因此计算分析出的结果

存在一定的误差。数值分析方法能有效模拟

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
[2]
，考虑边坡岩体的非

均质和不连续性，而且能给出边坡岩土体中

应力应变大小与分布，利用强度折减法可等

实现对边坡稳定性的分析，这种方法对于应

力集中、大变形及位移不连续等问题的分析

还不是很理想
[3]
。 

库区边坡与一般边坡的稳定性分析既

有共同点，又有其特殊性
[4]
。库水位的变化

对边坡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全世界由于

库水变化使库岸稳定性降低甚至发生滑动

非常多。某崩滑堆积体所处地区，堆积体发

育普遍，同时该区周边分布的断裂带产生强

烈的活动，降雨也十分丰富，因此如何很好

的解决库水位变化对库岸的稳定性的影响

很重要。 

本文通过数值方法和极限平衡法相结

合的途径，分析库水位变化对崩滑堆积体的

稳定性的影响，通过有限元分析不同库水位

条件下堆积体内的应力和应变场，利用强度

折减法和极限平衡法，计算不同库水位条件

下的堆积体稳定系数，并进行比较，分析了

库水位对崩滑堆积体的影响规律。 

2.堆积体工程地质特征 

某崩塌堆积体体位于某水电站选

定坝址上游 400-1200 m 左岸，正常高

水位为 1450 m，整个崩滑堆积体地表

面积为 36 万 m
2
,崩滑堆积体的体积为

853 万 m
3。该崩塌堆积体为发育在高中

山地貌上的次级微地貌单元。该崩滑体

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和邻近地下水含水

层补给为主，该区地下水位全部位于崩

塌堆积界面以下，有良好的地下水排泄

条件。崩塌堆积体为石碳系中统黄龙群

白云岩沿摆佐组灰岩发生以大规模崩

塌堆积为主，滑动为辅堆积而成。崩塌

及下滑过程中相互碰撞挤压使部分岩

体破碎，后经地表水及地下水携带的钙

质成分重新胶结现象普遍存在。研究区

内出露的地层以崩塌堆积为主体，岩层

主要有灰岩夹白云岩、白云质灰岩、页

岩、砂质岩等，摆佐组厚层灰岩、白云

质灰岩第四系崩坡积堆积块石、块石混

合土、碎石混合土及冲洪积堆积的卵石

及级配良好砾石层。崩塌堆积体内原岩

节理及层面大部分已被钙质胶结，近于

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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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崩滑堆积体工程地质图 1 

 

3.崩滑堆积体的应力应变场分析 

3.1 有限元计算模型 

计算范围取值坡顶水平延伸 110 m，坡

脚水平延伸 100m，垂直向下 90 m。坡体采

用三角形等参单元，整个计算模型划分为

1210 个单元，2155 个节点。 

 

ANSYS 计算模型时，将材料假设为理想

弹塑性力学模型如公式（1）（2）。将崩滑堆

积体简化为二维平面应变问题，边界条件为

边坡两侧横向位移约束，底部边界为纵横向

位移约束。 

(当 时) 

(当 时)                           

3.2 计算工况 

将崩塌滑堆积体分为如下工况分析： 

1.天然水位 1350 m；2.高水位 1450 m；

3.库水位从正常蓄水骤降至枯水位；4.将上

述三种不同水位工况叠加地震荷载。 

 

3.3 计算参数和计算模型 

3.3.1 参数选取 

根据地下水位线的变化，参数选取将岩

土体分为水上、水下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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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模型参数表 1 

岩土体 弹性模量 GPa 泊松比 密度 kg/m
3
 内聚力 KPa 内摩擦角 ° 

白云岩（水上） 80 0.27 2701 750 41.9 

堆积体（水上） 40 0.3 2683 150 28 

白云岩（水下） 70 0.27 2731 740 41.5 

堆积体（水下） 35 0.3 2714 140 26 

卵石（水下） 20 0.25 2581 0.15 28 

3.3.2 有限元计算结果 

图 2-4 分别计算不同库水位，坡顶的位

移最大，距离坡脚三分之一处卵石与堆积体

的交接带处最大，剪应力贯通区面积逐渐减

小。 

 
1350 m 水平位移云图和剪应力云图 2 

 
1450 m 水平位移云图和剪应力云图 3 

 

水位骤降水平位移云图和剪应力云图 4 

 

不同水位水平位移和剪应力的节点结果，数 值如图表 

不同水位应力、位移值表 2 

水位 位移最大值 m 位移最小值 m 剪应力最大值 kpa 剪应力最小值 kpa 

1350 m 0.00317 -0.00372 720 -1737 

1450 m 0.00319 -0.00365 512 -1230 

水位骤降 0.00325 -0.00372 821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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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低水位处剪切应

力、位移最大，在高水位处库水的变化对斜

坡的稳定性有一定的阻力，所以剪切应力较

小，由于地下水影响地表水的变化有一个过

程，当水位正常升降时，地下水水位可以几

乎同步，当库水位骤降时，地下水的影响滞

后一段时间，导致破体内产生超孔隙水压力

[5]
。在库水位升降空间范围内行程比较复杂

的非稳定渗流局面。在低水位线附近水力坡

度变陡，增大渗透力，从而增大下滑力，这

样有可能降低斜坡的稳定性。 

3.2.3 地震的影响 

该区历史上发生过 5.5级地震，在设计

计算时采用水平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 g。 

 

1350 m 水平位移云图和剪应力云图 5 

 
1450 m 水平位移云图和剪应力云图 6 

 

水位骤降水平位移云图和剪应力云图 7 

不同水位应力、位移值表 3 

水位 位移最大值 m 位移最小值 m 剪应力最大值 kpa 剪应力最小值 kpa 

1350 m 0.00226 -0.00523 1300 -2699 

1450 m 0.00231 -0.00495 846 -1249 

水位骤降 0.00232 -0.00522 1779 -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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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荷载的作用下剪切应力明显增

大很多，地震荷载的往复作用，将导致岩体

的抗剪强度降低、下滑力增大，岩体可能发

生剪切破坏。 

4.崩滑堆积体的稳定性评价 

有限元强度折减法计算，将理想弹塑性

有限元中边坡岩土体的抗剪强度参数逐渐

降低至其达到破坏为止。 

 

另外采用 M-P 法，其原理为极限平衡理

论。两种方法计算结果： 

不同水位在正常条件和考虑地震荷载因素稳定系数图表 4 

           水位 

 方法 
1350 m(地震影响) 1450 m(地震影响） 水位骤降（地震影响） 

强度折减法 2.4（2.0） 2.6（2.1） 2.3（1.9） 

M-P 法 1.5（1.3） 1.7 (1.5) 1.4 (1.2) 

5.结论 

采用有限元数值计算方法与极限平衡

法相结合对崩滑堆积体的稳定性综合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 

（1）随着库水位上升，剪应力贯通区

域面积减小，崩滑堆积体稳定性增强。 

（1）不同库水位条件下，崩滑堆积体

的稳定性有着显著的不同，库水位骤然升降

与正常升降的差别在于地下水位相应地表

水变化有一个过程，当库水位骤然升降时在

库水位升降空间范围内形成比较复杂的非

稳定渗流局面，低水位处水力坡度变陡，渗

透力增大，形成超孔隙水压力，从而下滑力

增大；正常升降时地下水位可以几乎同步升

降。再考虑地震作用影响后，崩滑堆积体的

位移、剪切应力显著增大，对降低了边坡的

稳定性。库水位的变化对崩滑堆积体影响很

大，但是通过计算崩滑堆积体是稳定的。 

（2）库水位的变化主要是水位骤降对

崩滑堆积体的稳定影响最突出，即最不利的

情况，在分析时要充分了解水位变化的过

程，以及库水位变化过程中应力应变的变

化，对正确分析边坡的稳定性有着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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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预压法对软土地基的加固效果分析 

程琴辉
 
 潘木园  朱宏栋 

摘  要  为顺利实现工程建设的衔接性，缩短建设周期，采用真空预压法对深厚的软土地基进行处理，数月内将原本流塑状、

强度和承载力均较低的软土加固成具有一定强度和承载力的地基土，通过对现场施工监测及加固后土体检测结果分析

加固效果，以满足后续工程建设的需要。 

关键词  真空预压 软土地基 软基加固 

Analysis Of Vacuum Preloading Method For Soft Soil 

Cheng-Qinhui  Pan-Muyuan  Zhu-Hongdong 

Abstract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realize the convergence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horte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the vacuum preloading method was used to deal with the deep soft soil foundation. The original 

flow plastic, low strength and bearing capacity soft soil was reinforced within a few months. In order 

to meet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needs ，the reinforcement efficiency was analyzed by testing and on-site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the reinforced soil. 

Keywords  Vacuum preloading; soft soil foundation;improvement of soft ground  
 

1 工程概况 

项目位于珠海横琴新区。拟建场地原始

地貌单元属滨海平原地貌，原地势低洼，后

经人工填土抬高，现地形较平坦，仅场地西

北角鱼塘处地势稍低。东侧距水道仅 80m。

场地上部为冲填砂，其下为淤泥及淤泥质

土，间夹粉质粘土，总厚度约 20m，该深厚

软土层对后续地下工程建设造成极大的困

难，为保证地下施工顺利进行、改善基坑侧

壁土质情况，对场地进行真空预压处理。 

真空预压面积 27740m
2
，周长 682.3m。

其主要施工流程如下： 

（1）场地准备：场地清表、开挖、平整。 

（2）铺设 0.3m 厚中粗砂垫层，其中含泥量

小于 3%，保持排水通畅。 

（3）打设塑料排水板，塑料排水板上部应

伸入砂垫层厚度不小于 0.2m，同时施工双排

叠合搅拌桩密封墙。塑料排水板选用 SPB100

系列 b 型，规格为 100mm×4mm，正方形布置，

间距 1m×1m，长度 20m（进入粉质粘土层 1m

考虑）。搅拌桩设计桩径 500mm，桩距 400mm，

叠合宽度 100mm。密封墙底端入淤泥层深度

8m。 

（4）铺设真空预压管系，铺设 0.5m厚砂垫

层并保证覆盖管道 10cm以上为宜。 

（5）铺设保护土工布 1 层、密封膜 2 层，

密封膜压入密封沟。 

（6）抽真空进行预压。 

（7）根据场地条件可适当覆水，稳定后卸

载。真空预压荷载最小 80kPa，预压时间约

85 天。控制沉降速率小于 50mm/d，沉降量

三天内小于 2mm 卸载。 

2 现场观测及其分析 

本工程的监测目的主要为评价软基处

理工程效果。通过监测和观测数据，推算软

基处理固结度和工后沉降等，为确定卸载和

评价软基处理效果提供依据。 

2.1 监测仪器的埋设 

1、沉降板埋设 

本工程共布设 11 个沉降观测点，均埋

设于真空膜上，可避免因不均匀沉降引起的

真空膜撕裂影响真空预压效果。 

2、孔隙水压力计埋设 

埋设时间：砂垫层和塑料排水板打设完

成之后。 

放线定位：采用全站仪测放点位，埋设

位置偏差控制在 20cm 以内。 

孔隙水压力计采用钻孔方法埋设，每孔

埋设 3 只测头，分别位于 5m、10m、18m；共

计 3 孔。 

初始读数：封孔后，应立即测读初始读

数，24 小时以后再进行复核，并确定其初始

读数。 

3、检测频率要求如下： 

1）加载过程中，要求 1~3 天/1 次； 

2）稳定后频率为 7 天/次。 

2.2 监测结果及分析 

1、沉降 

土体沉降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 2 所示。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MFD&sfield=kw&skey=+soft+soil+foundation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DFD&sfield=kw&skey=vacuum+preloading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MFD&sfield=kw&skey=+soft+soil+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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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在加固开始的 3 天内，沉降发

展很快，基本呈线性增长，随着时间的增长，

沉降速率减小，后经加水覆压后，沉降速率

略增大后缓慢减小，最后趋于稳定。 

2、孔隙水压力 

土体中不同深度处的孔压变化曲线如

图 3 所示： 

图 1 工程布置图 

图 2 软基处理工程沉降监测 s-t 关系图 

 
图 3 软基处理工程不同深度处监测 p-t 关系图 

从图 3 中分析，同一深度孔隙水压力较

为接近，开始抽真空阶段变化速率较大，且

深度越小，变化速率越快，进入稳压阶段孔

隙水压力继续减小，变化速率逐渐减小，并

最终趋于稳定。随着深度的增加，孔压消散

的量值变小，即深度越深孔压变化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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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基土加固检测结果及其分析 

工程检测是在真空预压排水固结卸载

后进行的。检测的项目包括加固后原状土取

样、现场十字板剪切试验、承压水观测试验。

检测钻探取土使用 1 台 XY-1 型钻机，采用

φ110～130mm 合金和金刚石钻头进行现场

钻探，确保取样质量。对场地内淤泥土层，

均采用静压薄壁取土器取原状土样，进行相

关的室内土工试验，以确定其物理力学性质

指标。十字板剪切试验采用江苏溧阳市科尔

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LMC-D310型静探微机，

上部的填土层采用 XY-1 型钻机引孔。本次

使用电测十字板探头按有关规定进行标定。

承压水观测试验在钻孔结束后安装PVC管至

砂层 1~2m，采用人工提水法提出管内积水，

使用测绳量取水位。通过软基处理前、后淤

泥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比较，以检测地块的

软基处理效果。 

3.1 淤泥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比较 

淤泥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见表 1 所示：

表 1 地基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成果表 

类别     

项目 

天然

含水

量

w(%) 

天然

孔隙

比 e 

重力密度

γ（kN/m3） 

孔隙

度 

n 

液性指数

IL 

塑性指数

IP 

直剪 
压缩系数

a 
压缩模量 Es 

内摩擦角 黏聚力 

φc Cc 
0.1～0.2 0.1～0.2 

(1/Mpa) (Mpa) 

处 理 

前 
55.5 1.500 16.4 60.0 1.39 17.1 4.2 8.6 1.028 2.49 

处 理 

后 
51.8 1.393 17.2 58.2 1.20 22.9 5.1 9.3 0.89 2.7 

增长

比率

（%） 

-6.67 -7.13 4.88 -3.00 -13.67 33.92 21.43 8.43 -13.42 8.43 

3.2 软基处理结果分析 

由表 1 中分析淤泥层在软基处理后，常

规实验指标中的质量密度提高 4.88%，天然

含水量降低 6.67%，天然孔隙比降低 7.13%，

孔隙度降低 3%，液性指数降低 13.67%，压

缩系数降低 13.42%，压缩模量提高 8.43%，

直接快剪的内摩擦角φc提高 21.43%，黏聚

力 Cc 提高 8.43%。 

表 2 地基（土）承载力估算 

规范查表 原位测试 平均值 

天然含水量 十字板强度 Cu 据统计值 

承载力特征值 承载力特征值 承载力特征值 

fak(kPa) fak(kPa) fak(kPa) 

66.4 76.1 71.25 

表 3 地基（土）承载力地基处理前后比较表 

地基处理前承载力特

征值 

地基处理后承载

力特征值 增长率 

fak(kPa) fak(kPa) 

50 71.25 42.5% 

4 结论 

通过本工程软土地基真空预压加固效果进

行试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对于较软的软黏土地基,采用堆载预压

法很难施工,真空预压加固法是行之

有效的地基处理方法。经处理后的地 

基承载力可达 70kPa 以上。 

（2）土体在 80kPa 真空压力的作用下, 85d

固结度可达到 80%以上。观测的地面

沉降约 0.883m。 

（3）场地上部的淤泥土层经过处理后，其

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有所改善，土体强

度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地基承载力提

高，软基处理效果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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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柱结合地基处理法应用技术的探索 

王晓辉 王祥民 曾庆辉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在土体中加入工业废料矿渣对土体进行改良，从而提高地基土的承载力，以控制构筑物的沉降量。 

关键字  矿渣   土体改良  软土地基 

 

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经济实

力不断提高。特别是，我省努力打造沿海经

济带。以大连为龙头，以长兴岛、营口沿海、

锦州湾、丹东和花园口"五点一线"为重点，

优化港口布局，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高技术

产业、现代服务业，逐步建设成为国内一流、

特色突出、竞争力强的产业集聚带。2006年

是辽宁全面启动“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

这也是辽宁将自身作为东北地区的沿海省

份，将追赶对象瞄准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开

端。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区住

宅、厂房、公路等越来越多地在填土地基上

建设。但由于沿海软土地基的冲填土和淤泥

分布广，土质构成复杂，规律性差，使软土

地基的基础设计和施工困难重重，需要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与安全保障。 

为降低构筑物的经济指标，并控制基础

的不同沉降，根据沿海地区的软土地及特

性，针对软土地基上建造中轻型建筑物提出

了“墙式及柱状地基处理与筏板或条形基

础相结合复合地基”方式，对于柱状土改良，

在国内外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因其具有施

工方便，经济效果佳等特性，在实际中得到

广泛的应用。采用废钢渣作为主要固化材料

进行地基处理，通过调节不同位置的墙式或

柱状改良深度降低基础的不同沉降量。由于

改良土刚性将比桩体的刚性有所下降，还具

有较大的粘性，并且在基础的外围部分实行

墙式浅层改良，大大提高了水平抵抗能力。

同时，可有效吸收地震波能量，从而达到免

震效果。由于地基土改良，采用现场土与废

钢渣、水泥等搅拌的形式进行，施工简便，

节省了现场废土的搬运过程，达到经济环保

的效果，解决了基础防腐的问题。 

利用墙式及柱状地基处理与筏板或条

形基础相结合复合地基可有效地控制建筑

物基础的沉降（全沉降与不同沉降），保证

建筑物的正常运行。同时将废钢渣有效的应

用到地基处理中，一方面可以充分节省资

源，维护自然环境，同时可以为我省乃至全

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果。特别是采用废钢渣

进行地基处理，处理后的土体PH值可达到

10-12，具有较强的防腐功能，从经济效果

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上，采用本项目中

的地基处理形式，并将废钢渣与工程建筑相

结合，可以节省大量的有效能源，进行废物

利用。 

1、改良体材料试验 

通过三轴压缩试验，掌握废钢渣及其复

合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质。 

在不同水质条件下，监测各种废钢渣复

合材料发生腐蚀的情况，并对腐蚀后的废钢

渣复合材料进行力学实验分析，掌握其力学

特性，同时提出控制腐蚀进行的方法。 

2、数值解析 

假设土体为弹性体，在水平与铅直荷载

情况下的有限元解析。在此解析中，将讨论

在弹性状态下，不同形式改良配置下筏板或

条行地基上部的变形性状。 

在充分掌握土体，改良体及筏板弹性体

的变形，剪切破坏性状的前提下，采用有限

元方法进行铅直荷载情况下的数值计算。在

此解析中将明确在不同荷载情况下，筏板或

条行基础上部的变形性状。 

在充分掌握土体，改良体及筏板弹性体

的变形，剪切破坏性状的前提下，采用有限

元方法进行水平荷载情况下的数值解析。在

此解析中将明确外墙式改良在水平抵抗的

影响及在不同荷载情况下筏板或条行地基

上部的变形性状。 

3、设计模型构想 

在均布荷载 p 作用下，如果土质为弹性

均质土，柔性筏板基础的沉降分布呈图 1 中

虚线所示，在筏板的中心处沉降值达到最

大，在外缘处最小。如果能够减小中间处的

沉降量 Sc并且增大外围处的沉降量 Sd，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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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板基础的沉降差将会得到有效的控制或

消除。 

 
图 1 均布荷载作用下的筏板基础沉降分布的一般形式 

根据上述原理，Hibino 等人提出了一

种由中心处开始向基础外边缘逐渐深度减

小的圆柱状地基处理形式。与日本Tand P设

计事务所，根据上述原理，针对软土地基上

的低层/轻型建筑物，共同提出如图2所示的

筏板与浅层地基处理相结合的复合地基形

式。在此基础形式中，建筑物中心附近的地

层处理深度及宽度相对较大，从而可降低中

心处的沉降量。而为了防止地震时液化现象

的发生，基础外边缘附近也进行了墙式地基

处理。同时外边缘的墙式处理可拘束内部未

经过处理土的水平方向变形，从而提高基础

的水平抵抗能力。采用此基础形式，一方面

可提高基础的承载力，同时可有效地控制基

础整体的沉降。并且，与桩基不同，由于改

良体自身具有一定的压缩性，基础的运动将

追随地基土的运动，可有效地避免由于地基

土沉降而引起的建筑物使用功能障碍。如图

2所示，既使在非均布荷载的作用下，因为

改良体与筏板的共同作用，传达到基础中心

下部的铅直方向应力相对较小，而在外围附

近处较大，合理地分配了应力的状态。 

ScSd Sd

L/2L/2

p

G.L.

 
图 2 下凹形地基处理与筏板基础相结合的一般形式 

由于在此基础形式中，只对软土层的上

部进行局部处理，只需要在基础的外围处进

行简单的基坑支护，可大量减少施工期限，

并且由于采用现场土与水泥等添加剂进行

处理，节省了废土的搬运工作，可大量减少

施工费用。此项基础工法，鉴于其卓越的使

用功能与经济效果，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已

得到的应用。 

结论，该基础采用了在深度方向呈梯形

分布的柱形地基改良及基础的外围部分采

用浅层墙式地基改良形的复合地基。筏板与

柱形及外围墙式地基改良相结合的复合基

础。复合地基，在地基土层发生变化时，呈

三角形分布的柱状改良。以提高地基的水平

抵抗能力，有效地防止由于外围地基土的固

结沉降等造成的构造物的相对上升，从而维

持建筑物的长期使用性能。

 

 

备注：该项目为中国建筑总公司科研支持项目 CSCEC-2011-Z-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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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基处理--水泥土搅拌法 
程 扬   张 健 

摘   要  水泥土搅拌法是用于加固饱和粘性土地基的一种新方法。它是利用水泥(或石灰）等材料作为固化剂，通过特制的搅

拌机械，在地基深处就地将软土和固化剂(浆液或粉体）强制搅拌，由固化剂和软土间所产生的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

使软土硬结成具有整体性、水稳定性和一定强度的水泥加固土，从而提高地基强度和增大变形模量。根据施工方法的

不同，水泥土搅拌法分为水泥浆搅拌和粉体喷射搅拌两种。前者是用水泥浆和地基土搅拌，后者是用水泥粉或石灰粉

和地基土搅拌。 

关键词   水泥土搅拌法 加固机理 设计计算 施工工艺 

 

一、概述 

水泥土搅拌法分为深层搅拌法(以下简

称湿法)和粉体喷搅法(以下简称干法)。水

泥土搅拌法适用于处理正常固结的淤泥与

淤泥质土、粉土、饱和黄土、素填土、粘性

土以及无流动地下水的饱和松散砂土等地

基。当地基土的天然含水量小于 30％(黄土

含水量小于 25％)、大于 70％或地下水的 pH

值小于 4 时不宜采用干法。冬期施工时，应

注意负温对处理效果的影响。湿法的加固深

度不宜大于 20m；干法不宜大于 15m。水泥

土搅拌桩的桩径不应小于 500mm。 

水泥加固土的室内试验表明，有些软土

的加固效果较好，而有的不够理想。一般认

为含有高岭石、多水高岭石、蒙脱石等粘土

矿物的软土加固效果较好，而含有伊里石、

氯化物和水铝英石等矿物的粘性土以及有

机质含量高、酸碱度(pH 值)较低的粘性土的

加固效果较差。 

二、加固机理 

水泥加固土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与混

凝土的硬化机理不同，混凝土的硬化主要是

在粗填充料(比表面不大、活性很弱的介质）

中进行水解和水化作用，所以凝结速度较

快。而在水泥加固土中，由于水泥掺量很小，

水泥的水解和水化反应完全是在具有一定

活性的介质─土的围绕下进行，所以水泥加

固土的强度增长过程比混凝土为缓慢。 

1.水泥的水解和水化反应 普通硅酸

盐水泥主要是氧化钙、二氧化硅、三氧化二

铝、三氧化二铁及三氧化硫等组成，由这些

不同的氧化物分别组成了不同的水泥矿物：

硅酸三钙、硅酸二钙、铝酸三钙、铁铝酸四

钙、硫酸钙等.用水泥加固软土时，水泥颗

粒表面的矿物很快与软土中的水发生水解

和水化反应，生成氢氧化钙、含水硅酸钙、

含水铝酸钙及含水铁酸钙等化合物。 

所生成的氢氧化钙、含水硅酸钙能迅速

溶于水中，使水泥颗粒表面重新暴露出来，

再与水发生反应，这样周围的水溶液就逐渐

达到饱和。当溶液达到饱和后，水分子虽继

续深入颗粒内部，但新生成物已不能再溶

解，只能以细分散状态的胶体析出，悬浮于

溶液中，形成胶体。 

2.土颗粒与水泥水化物的作用 当水

泥的各种水化物生成后，有的自身继续硬

化，形成水泥石骨架;有的则与其周围具有

一定活性的粘土颗粒发生反应。 

(1)离子交换和团粒化作用 粘土和水

结合时就表现出一种胶体特征，如土中含量

最多的二氧化硅遇水后，形成硅酸胶体微

粒，其表面带有阴离子 Na
+
或钾离子 K

+
，它

们能和水泥水化生成的氢氧化钙中钙离子

Ca
+2
进行当量吸附交换，使较小的土颗粒形

成较大的土团粒，从而使土体强度提高。 

水泥水化生成的凝胶粒子的比表面积

约比原水泥颗粒大 1000 倍，因而产生很大

的表面能，有强烈的吸附活性，能使较大的

土团粒进一步结合起来，形成水泥土的团粒

结构，并封闭各土团的空隙，形成坚固的联

结，从宏观上看也就使水泥土的强度大大提

高。 

(2)硬凝反应 随着水泥水化反应的深

入，溶液中析出大量的钙离子，当其数量超

过离子交换的需要量后，在碱性环境中，能

使组成粘土矿物的二氧化硅及三氧化二铝

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与钙离子进行化学反应，

逐渐生成不溶于水的稳定结晶化合物，增大

了水泥土的强度， 

从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中可见，拌入水

泥 7 天时，土颗粒周围充满了水泥凝胶体，

并有少量水泥水化物结晶的萌芽。一个月后

水泥土中生成大量纤维状结晶，并不断延伸

充填到颗粒间的孔隙中，形成网状构造。到

五个月时，纤维状结晶辐射问外伸展，产生

分叉，并相互连结形成空间网状结构，水泥

的形状和土颗粒的形状已不能分辨出来。 

3.碳酸化作用 水泥水化物中游离的

氢氧化钙能吸收水中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发生碳酸化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碳酸钙，

这种反应也能使水泥土增加强度，但增长的

速度较慢，幅度也较小。 

从水泥土的加固机理分析，由于搅拌机

械的切削搅拌作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会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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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些未被粉碎的大小土团。在拌入水泥后

将出现水泥浆包裹土团的现象，而土团间的

大孔隙基本上已被水泥颗粒填满。所以，加

固后的水泥土中形成一些水泥较多的微区，

而在大小土团内部则没有水泥。只有经过较

长的时间，土团内的土颗粒在水泥水解产物

渗透作用下，才逐渐改变其性质。因此在水

泥土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强度较大和水稳

性较好的水泥石区和强度较低的土块区。两

者在空间相互交替，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水

泥土结构。可见，搅拌越充分，土块被粉碎

得越小，水泥分布到土中越均匀，则水泥土

结构强度的离散性越小，其宏观的总体强度

也最高。 

 

4.水泥加固土工程性能 

水泥掺入比 a w 为 

100%wa  
掺加的水泥重量

被加固软土的湿重
 

或水泥掺量 为 

3kg m 
掺加的水泥重量

（ / ）
被加固土的体积

 

(1)水泥土的物理性质 

1)含水量 水泥土在硬凝过程中，由于

水泥水化等反应，使部分自由水以结晶水的

形式固定下来，故水泥土的含水量略低于原

土样的含水量，水泥土含水量比原土样含水

量减少 0.5%～7.0%，且随着水泥掺入比的增

加而减小。 

2)重度 由于拌入软土中的水泥浆的

重度与软土的重度相近，所以水泥土的重度

与天然软土的重度相差不大，水泥土的重度

仅比天然软上重度增如 0.5%～3.0%，所以采

用水泥土搅拌法加固厚层软土地基时，其加

固部分对于下部未加固部分不致产生过大

的附加荷重，也不会产生较大的附加沉降。 

3)相对密度 由于水泥的相对密度为

3.1，比一般软土的相对密度 2.65～2.75 为

大，故水泥土的相对密度比天然软土的相对

密度稍大。水泥土相对密度比天然软土的相

对密度增加 0.7%～2.5%。 

4)渗透系数 水泥土的渗透系数随水

泥掺入比的增大和养护龄期的增长而减小，

一般可达 10
-5
～10

-8
cm/s 数量级。对于上海

地区的淤泥质粘土，垂直向渗透系数也能达

到 10
-8
cm/s数量级，但这层土常局部夹有薄

层粉砂，水平向渗透系数往往高于垂直向渗

透系数，一般为 10
-4
cm/s 数量级。因此，水

泥加固淤泥质粘土能减小原天然土层的水

平向渗透系数，而对垂直向渗透性的改善，

效果不显著。水泥土减小了天然软土的水平

向渗透性，这对深基坑施工是有利的，可利

用它作为防渗帷幕。 

(2)水泥土的力学性质 

1)无侧限抗压强度及其影响因素 水

泥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一般为 300～

4000kPa，即比天然软土大几十倍至数百倍。

其变形特征随强度不同而介于脆性体与弹

塑体之间。 

影响水泥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的因素有：水

泥掺入比、水泥标号、龄期、含水量、有机

质含量、外掺剂、养护条件及土性等。下面

根据试验结果来分析影响水泥土抗压强度

的一些主要因素。 

①水泥掺入比 a w 对强度的影响 

水泥土的强度随着水泥掺入比的增加

而增大，当 a w <5%时，由于水泥与土的反应

过弱，水泥土固化程度低，强度离散性也较

大，故在水泥土搅拌法的实际施工中，选用

的水泥掺入比必须大于 7%。 

根据试验结果分析，发现当其它条件相

同时，某水泥掺入比 a w 的强度 f cuc 与水泥掺

入比 a w =12%的强度 f cu12 的比值 f cuc / f cu12

与水泥掺入比 a w 的关系有较好的归一化性

质。由回归分析得到: f cuc / f cu12 与 a w 呈幂

函数关系，其关系式如下: 

f f acuc cu w/ . .
12

1769541582    (3-1) 

式子中：相关系数 R =0.999，剩余标准差

S =0.022，子样数n=7。 

上式适用的条件是: a w ＝(5～16)%。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两个不同水

泥掺入比的水泥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之比

值随水泥掺入比之比的增大而增大。经回归

分析得到两者呈幂函数关系，其经验方程式

为: 

f f a acu cu w w1 2 1 2
17736/ ( / ).    (3-2) 

式中： R =0.997, S =0.015,n=14； 

f cu1 ：水泥掺入比为 a w 1 的无侧限抗压

强度； 

f cu2 ：水泥掺入比为 a w 2 的无侧限抗

压强度。 

上式适用的条件是 : a w ＝ (5～ 20)%；

a w 1 / a w 2 ＝0.33～3.00。 

②龄期对强度的影响 

水泥土的强度随着龄期的增长而提高，

一般在龄期超过 28d 后仍有明显增长，根据

试验结果的回归分析, 得到在其它条件相

同时，不同龄期的水泥土无侧限抗压强度间

关系大致呈线性关系，这些关系式如下: 



 

92 

f cu7 =(0.47～0.63) f cu28  

f cu14 =(0.62～0.80) f cu28  

f cu60 =(1.15～1.46) f cu28  

f cu90 =(1.43～1.80) f cu28  

f cu90 =(2.37～3.73) f cu7  

f cu90 =(1.73～2.82) f cu14  

上式 f cu7 、 f cu14 、 f cu28 、 f cu60 、 f cu90 分别

为 7d、14d、28d、60d 和 90d 龄期的水泥土

无侧限抗压强度。 

当龄期超过 3 个月后，水泥土的强度增

长才减缓。同样，据电子显徽镜观察，水泥

和土的硬凝反应约需 3个月才能充分完成。

因此水泥土选用3个月龄期强度作为水泥土

的标准强度较为适宜。一般情况下，龄期少

于 3d 的水泥土强度与标准强度间关系其线

性较差，离散性较大。 

回归分析还发现在其它条件相同时, 

某个龄期( T )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f cuT 与 28

天龄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f cu28 的比值

f fcuT cu/ 28与龄期 T 的关系具有较好的归一

化性质, 且大致呈幂函数关系。其关系式如

下: 

f f TcuT cu/ . .
28

0419702414    (3-3) 

式中： R =0.997， S =0.037，n=5 

上式中龄期的适用范围是(7～90)天。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两个不同龄

期的水泥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之比随龄期

之比的增大而增大。经回归分析得到两者呈

幂函数关系，其经验方程式为: 

f f TTcu cu1 2 1 2
04182/ ( / ).    (3-4) 

式中： R =0.992， S =0.021，n=9 

f cu1 ：龄期为 T 1 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f cu2 ：龄期为 T 2 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上式适用的条件是：T =(7～90)天；T T1 2/ ＝

0.08～0.67 和T T1 2/ ＝1.50～12.85。 

综合考虑水泥掺入比与龄期的影响，经

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经验关系式:  

f f aa TTcucu ww1 2 12
18095

12
04119/ (/ ) (/). . 

 (3-5) 

式中： f cu1 ──水泥掺入比为 a w 1 龄期为 T 1

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f cu2 ──水泥掺入比为 a w 2 龄期为 T 2

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上式成立的条件是： a w ＝ (5～ 20)%，

a w 1 / a w 2 =0.33～3.00；T =(7～90)天。 

③水泥标号对强度的影响 

水泥土的强度随水泥标号的提高而增

加。水泥标号提高 100 号，水泥土的强度 f cu

约增大(50～90)%。如要求达到相同强度，

水泥标号提高 100 号，可降低水泥掺入比

(2～3)%。 

④土样含水量对强度的影响 

水泥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f cu 随着土样

含水量的降低而增大，当土的含水量从 157%

降低至 47%时，无侧限抗压强度则从 260kPa

增加到 2320kPa。一般情况下，土样含水量

每降低 10％，则强度可增加(10～50)%。 

⑤土样中有机质含量对强度影响 

有机质含量少的水泥土强度比有机质

含量高的水泥土强度大得多。由于有机质使

土体具有较大的水溶性和塑性，较大的膨胀

性和低渗透性，并使土具有酸性，这些因素

都阻碍水泥水化反应的进行。因此，有机质

含量高的软土，单纯用水泥加固的效果较

差。 

⑥外掺剂对强度的影响 

不同的外掺剂对水泥土强度有着不同

的影响。如木质素磺酸钙对水泥土强度的增

长影响不大，主要起减水作用。石膏、三乙

醇胺对水泥土强度有增强作用，而其增强效

果对不同土样和不同水泥掺入比又有所不

同，所以选择合适的外掺剂可提高水泥土强

度和节约水泥用量。 

一般早强剂可选用三乙醇胺、氯化钙、

碳酸钠或水玻璃等材料，其掺入量宜分别取

水泥重量的 0.05%、2%、0.5%和 2%；减水剂

可选用木质素磺酸钙，其掺入量宜取水泥重

量的 0.2%；石膏兼有缓凝和早强的双重作

用，其掺入量宜取水泥重量的 2%。 

掺加粉煤灰的水泥土，其强度一般都比

不掺粉煤灰的有所增长。不同水泥掺入比的

水泥土，当掺入与水泥等量的粉煤灰后，强

度均比不掺粉煤灰的提高 10%，故在加固软

土时掺入粉煤灰，不仅可消耗工业废料，还

可稍微提高水泥土的强度。 

⑦养护方法 

养护方法对水泥土的强度影响主要表

现在养护环境的湿度和温度。 

国内外试验资料都说明，养护方法对短

龄期水泥土强度的影响很大，随着时间的增

长，不同养护方法下的水泥土无侧限抗压强

度趋于一致，说明养护方法对水泥土后期强

度的影响较小。 

2)抗拉强度 水泥土的抗拉强度  t 随无侧

限抗压强度 f cu 的增长而提高。当水泥土的

抗压强度 f cu ＝0.500～4.00MPa 时，其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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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t ＝0.05～0.70MPa，即 t ＝(0.06～

0.30) f cu 。 

抗压与抗拉这两类强度有密切关系，根

据试验结果的回归分析，得到水泥土抗拉强

度  t 与其无侧限抗压强度 f cu 有幂函数关

系: 

t cuf00787
08111

.
.    (3-6) 

式中： R =0.991， S =0.006，n=12 

上式成立的条件是： f cu ＝0.5～3.5MPa。 

3)抗剪强度 水泥土的抗剪强度随抗压强

度的增加而提高。当 f cu ＝0.30～4.0MPa 时，

其粘聚力 c=0.10～1.0MPa，一般约为 f cu 的

(20～30)%，其内摩擦角变化在 20°～30°

之间。 

水泥土在三轴剪切试验中受剪破坏

时，试件有清楚而平整的剪切面，剪切面

与最大主应力面夹角约 60°。 

根据作者试验结果的回归分析，得到水

泥土的内聚力 c与其无侧限抗压强度 f cu 大

致呈幂函数关系，其关系式如下: 

c fcu02813
07078

.
.

   (3-7) 

式中： R =0.903， S =0.051，n=9 

上式成立的条件是： f cu ＝0.3～1.3MPa。 

4)变形模量 当垂直应力达 50％无侧

限抗压强度时，水泥土的应力与应变的比

值，称之为水泥土的变形模量 E 50 。当 f cu ＝

0.1～3.5MPa 时，其变形模量 E 50 ＝10～

550MPa，即 E 50 ＝(80～150) f cu 。 

根据试验结果的线性回归分析，得到

E 50 与 f cu 大致呈正比关系，它们的关系式

为: 

E 50 =126 f cu      (3-8) 

式中： R =0.996， S =5.529，n=16。 

5)压缩系数和压缩模量 水泥土的压

缩系数约为(2.0～3.5)×10
-5
(kPa)

-1
，其相

应的压缩模量 E s ＝(60～100)MPa。 

(3)水泥土抗冻性能 水泥土试件在自

然负温下进行抗冻试验表明，其外观无显著

变化，仅少数试块表面出现裂缝，并有局部

微膨胀或出现片状剥落及边角脱落，但深度

及面积均不 

大，可见自然冰冻不会造成水泥土深部的结

构破坏。 

四、设计计算 

1.单桩竖向承载力的设计计算 单桩

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载荷试验确

定。初步设计时也可按式(4.2.4-15)估算。

并应同时满足式(4.2.4-16)的要求，应使由

桩身材料强度确定的单桩承载力大于(或等

于)由桩周土和桩端土的抗力所提供的单桩

承载力： 

ppi

n

i

sipa AqlquR  
1

  

 (4-1) 

pcua AfR       (4-2) 

式中： cuf ——与搅拌桩桩身水泥土配比相

同的室内加固土试块(边

长为 70.7mm的立方体，也

可采用边长为 50mm的立方

体)在标准养护条件下 90d

龄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

均值(kPa)； 
 ——桩身强度折减系数，干法可

取 0.20～0.30；湿法可取

0.25～0.33； 

pu ——桩的周长(m)； 

n ——桩长范围内所划分的土层数； 

siq ——桩周第 i 层土的侧阻力特征

值。对淤泥可取 4～7kPa；对

淤泥质土可取 6～12kPa；对

软塑状态的粘性土可取 10～

15kPa；对可塑状态的粘性土

可以取 12～18kPa； 

il ——桩长范围内第 i 层土的厚度

(m)； 

pq ——桩端地基土未经修正的承载

力特征值(kPa)，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 50007-2011）的有关

规定确定； 
 ——桩端天然地基土的承载力折

减系数，可取 0.4 ~ 0.6，承

载力高时取低值。 

2.复合地基的设计计算 加固后搅拌

桩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复合

地基载荷试验确定，也可按下式计算： 

sk
p

a
spk fm

A

R
mf )1(      (4-3) 

式中： s p kf ──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kPa); 

m──面积置换率； 

A p ──桩的截面积(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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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f ──桩间天然地基土承载力特征

值(kPa)，可取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

值；  

 ──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当桩

端土未经修正的承载力特征值

大于桩周土的承载力特征值的

平均值时，可取 0.1～0.4，差

值大时取低值；当桩端土未经

修正的承载力特征值小于或等

于桩周土的承载力特征值的平

均值时，可取 0.5～0.9，差值

大时或设置褥垫层时均取高

值。 

aR ──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kN)。 

根据设计要求的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

值 aR 和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spkf 计算搅

拌桩的置换率m和总桩数 n ： 

sk
p

a

skspk

f
A

R

ff
m









    (4-4) 

 


n
m A

A p

    (4-5) 

式中： A──地基加固的面积(m
2
)。 

竖向承载搅拌桩复合地基应在基础和

桩之间设置褥垫层。褥垫层厚度可取 200—

300mm。其材料可选用中砂、粗砂、级配砂

石等，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0mm。 

当搅拌桩处理范围以下存在软弱下卧

层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 50007-2011）的有关规定进行

下卧层承载力验算。 

3.水泥土搅拌桩沉降验算  竖向承载

搅拌桩复合地基的变形包括搅拌桩复合土

层的平均压缩变形 s1 与桩端下未加固土层

的压缩变形 s2: 

(1)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压缩变形 1s 可按下

式计算： 

 

sp

zlz

E

lpp
s

2
1




   (4-6) 

式中： 

zp —搅拌桩复合土层顶面的附加压力值

(kPa)； 

zlp —搅拌桩复合土层底面的附加压力值

(kPa)； 

spE —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kPa)； 

pE —搅拌桩的压缩模量，可取(100～

120) cuf  (kPa)。对桩较短或桩身强

度较低者可取低值，反之可取高值； 

sE —桩间土的压缩模量(kPa)。 

(2)桩端以下未加固土层的压缩变形 2s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50007-2011）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4.复合地基设计 

软土地区的建筑物，都是在满足强度要

求的条件下以沉降进行控制的，应采用以下

设计思路: 

①根据地层结构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

沉降计算，由建筑物对变形的要求确定加固

深度，即选择施工桩长； 

②根据土质条件、固化剂掺量、室内配

比试验资料和现场工程经验选择桩身强度

和水泥掺入量及有关施工参数。根据工程经

验，当水泥掺入比为 12%左右时，桩身强度

一般可达 1.0～1.5MPa； 

③根据桩身强度的大小及桩的断面尺

寸，计算单桩承载力； 

④根据单桩承载力及土质条件，计算有

效桩长； 

⑤根据单桩承载力、有效桩长和上部结

构要求达到的复合地基承载力，计算桩土面

积置换率； 

⑥根据桩土面积置换率和基础型式进

行布桩，桩可只在基础平面范围内布置。 

五、施工工艺 

水泥土搅拌法施工现场事先应予以平

整，必须清除地上和地下的障碍物。遇有明

浜、池塘及洼地时应抽水和清淤，回填粘性

土料并予以压实，不得回填杂填土或生活垃

圾。 

 
                   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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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土搅拌桩施工前应根据设计进行

工艺性试桩，数量不得少于 2 根。当桩周为

成层土时，应对相对软弱土层增加搅拌次数

或增加水泥掺量。 

搅拌头翼片的枚数、宽度、与搅拌轴的

垂直夹角、搅拌头的回转数、提升速度应相

互匹配，以确保加固深度范围内土体的任何

一点均能经过 20 次以上的搅拌。 

竖向承载搅拌桩施工时，停浆(灰)面应

高于桩顶设计标高 300～500mm。在开挖基坑

时，应将搅拌桩顶端施工质量较差的桩段用

人工挖除。 

施工中应保持搅拌桩机底盘的水平和

导向架的竖直，搅拌桩的垂直偏差不得超过

1％；桩位的偏差不得大于 50mm；成桩直径

和桩长不得小于设计值。 

水泥土搅拌法施工步骤由于湿法和干

法的施工设备不同而略有差异。其主要步骤

应为： 

①搅拌机械就位、调平； 

②预搅下沉至设计加固深度； 

③边喷浆(粉)、边搅拌提升直至预定的

停浆(灰)面； 

④重复搅拌下沉至设计加固深度；  

⑤根据设计要求，喷浆(粉)或仅搅拌提

升直至预定的停浆(灰)面； 

⑥关闭搅拌机械。在预(复)搅下沉时，

也可采用喷浆(粉)的施工工艺，但必须确保

全桩长上下至少再重复搅拌一次。 

 
水泥土搅拌桩施工中 

1.水泥浆搅拌法 

施工注意事项： 

1) 现场场地应予平整，必须清除地上和地

下一切障碍物。明浜、暗塘及场地低洼时应

抽水和清淤，分层夯实回填粘性土料，不得

回填杂填土或生活垃圾。开机前必须调试，

检查桩机运转和输浆管畅通情况。 

2) 根据实际施工经验，水泥土搅拌法在施

工到顶端 0.3～0.5m 范围时，因上覆压力较

小，搅拌质量较差。因此，其场地整平标高

应比设计确定的基底标高再高出 0.3～

0.5m，桩制作时仍施工到地面，待开挖基坑

时，再将上部 0.3～0.5m 的桩身质量较差的

桩段挖去。而对于基础埋深较大时，取下限；

反之，则取上限。 

3) 搅拌桩垂直度偏差不得超过 1%，桩位布

置偏差不得大于 50mm，桩径偏差不得大于

4%。 

4) 施工前应确定搅拌机械的灰浆泵输浆

量、灰浆经输浆管到达搅拌机喷浆口的时间

和起吊设备提升速度等施工参数；并根据设

计要求通过成桩试验，确定搅拌桩的配比等

各项参数和施工工艺。宜用流量泵控制输浆

速度，使注浆泵出口压力保持在 0.4～

0.6MPa，并应使搅拌提升速度与输浆速度同

步。 

5) 制备好的浆液不得离析，泵送必须连续。

拌制浆液的罐数、固化剂和外掺剂的用量以

及泵送浆液的时间等应有专人记录。 

6) 为保证桩端施工质量，当浆液达到出浆

口后，应喷浆座底 30s，使浆液完全到达桩

端。特别是设计中考虑桩端承载力时，该点

尤为重要。 

7) 预搅下沉时不宜冲水，当遇到较硬土层

下沉太慢时，方可适量冲水，但应考虑冲水

成桩对桩身强度的影响。 

8) 可通过复喷的方法达到桩身强度为变参

数的目的。搅拌次数以 1次喷浆 2 次搅拌或

2 次喷浆 3 次搅拌为宜，且最后 1 次提升搅

拌宜采用慢速提升。当喷浆口到达桩顶标高

时，宜停止提升，搅拌数秒，以保证桩头的

均匀密实。 

9) 施工时因故停浆，宜将搅拌机下沉至停

浆点以下 0.5m，待恢复供浆时再喷浆提升。

若停机超过 3h，为防止浆液硬结堵管，宜先

拆卸输浆管路，妥为清洗。 

10) 壁状加固时，桩与桩的搭接时间不应大

于 24h，如因特殊原因超过上述时间，应对

最后一根桩先进行空钻留出榫头以待下一

批桩搭接，如间歇时间太长(如停电等），与

第二根无法搭接；应在设计和建设单位认可

后，采取局部补桩或注浆措施。 

11) 搅拌机凝浆提升的速度和次数必须符

合施工工艺的要求，应有专人记录搅拌机每

米下沉和提升的时间。深度记录误差不得大

于 100mm，时间记录误差不得大于 5s。 

12) 根据现场实践表明，当水泥土搅拌桩作

为承重桩进行基坑开挖时， 桩顶和桩身已

有一定的强度，若用机械开挖基坑，往往容

易碰撞损坏桩顶，因此基底标高以上 0.3m

宜采用人工开挖，以保护桩头质量。这点对

保证处理效果尤为重要，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 

2.粉体喷射搅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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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须注意的事项： 

1)喷粉施工前应仔细检查搅拌机械、供粉

泵、送气(粉)管路、接头和阀门的密封性、

可靠性。送气(粉)管路的长度不宜大于 60m。 

2)喷粉施工机械必须配置经国家计量部门

确认的具有能瞬时检测并记录出粉量的粉

体计量装置及搅拌深度自动记录仪。 

3)搅拌头每旋转一周，其提升高度不得超过

16mm。 

4) 施工机械、电气设备、仪表仪器及机具

等，在确认完好后方准使用。 

5) 在建筑物旧址或回填地区施工时，应预

先进行桩位探测，并清除己探明的障碍物。 

6) 桩体施工中，若发现钻机不正常的振动、

晃动、倾斜、移位等现象，应立即停钻检查。

必要时应提钻重打。 

7) 施工中应随时注意喷粉机、空压机的运

转情况；压力表的显示变化；送灰情况。当

送灰过程中出现压力连续上升，发送器负载

过大，送灰管或阀门在轴具提升中途堵塞等

异常情况，应立即判明原因，停止提升，原

地搅拌。为保证成桩质量，必要时应于复打。

堵管的原因除漏气外，主要是水泥结块。施

工时不允许用已结块的水泥，并要求管道系

统保持干燥状态。 

8) 在送灰过程中如发现压力突然下降、灰

罐加不上压力等异常情况，应停止提升，原

地搅拌，及时判明原因。若由于灰罐内水泥

粉体已喷完或容器、管道漏气所致，应将钻

具下沉到一定深度后，重新加灰复打，以保

证成桩质量。有经验的施工监理人员往往从

高压送粉胶管的颤动情况来判明送粉的正

常与否。检查故障时，应尽可能不停止送风。 

9) 设计上要求搭接的桩体，须连续施工，

一般相邻桩的施工间隔时间不超过 8h。若因

停电、机械故障而超过允许时间，应征得设

计部门同意，采取适宜的补救措施。 

10) 在 SP-1 型粉体发送器中有一个气水分

离器，用于收集因压缩空气膨胀而降温所产

生的凝结水。施工时应经常排除气水分离器

中的积水，防范因水分进入钻杆而堵塞送粉

通道。 

11) 喷粉时灰罐内的气压比管道内的气压

高 0.02～0.05MPa 以确保正常送粉。 

12) 对地下水位较深，基底标高较高的场

地；或喷灰量较大，停灰面较高的场地，施

工时应加水或施工区及时地面加水，以使桩

头部分水泥充分水解水化反应，以防桩头呈

疏松状态。 

六、质量检验 

水泥土搅拌桩的质量控制应贯穿在施

工的全过程，并应坚持全程的施工监

理。施工过程中必须随时检查施工记录

和计量记录，并对照规定的施工工艺对

每根桩进行质量评定。检查重点是：水

泥用量、桩长、搅拌头转数和提升速度、

复搅次数和复搅深度、停浆处理方法

等。 

水泥土搅拌桩的施工质量检验可采用

以下方法： 

1.成桩 7d 后，采用浅部开挖桩头(深度

宜超过停浆(灰)面下 0.5m)，目测检查搅拌

的均匀性，量测成桩直径。检查量为总桩数

的 5％。 

2.成桩后3d内，可用轻型动力触探(Nlo)

检查每米桩身的均匀性。检验数量为施工总

桩数的 1％，且不少于 3根。 

竖向承载水泥土搅拌桩地基竣工验收

时，承载力检验应采用复合地基载荷试验和

单桩载荷试验。 

载荷试验必须在桩身强度满足试验荷

载条件时，并宜在成桩 28d 后进行。检验数

量为桩总数的 0.5％～1％，且每项单体工程

不应少于 3点。 

经触探和载荷试验检验后对桩身质量

有怀疑时，应在成桩 28d 后，用双管单动取

样器钻取芯样作抗压强度检验，检验数量为

施工总桩数的 0.5％，且不少于 3 根。 

对相邻桩搭接要求严格的工程，应在成

桩 15d 后，选取数根桩进行开挖，检查搭接

情况。 

基槽开挖后，应检验桩位、桩数与桩顶

质量，如不符合设计要求，应采取有效补强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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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托换技术研究 

张爱国 

摘  要  随着我国地铁、轻轨、隧道等地下工程建设规模的增加，尽量减少此类工程施工对既有建筑的影响已成为一个引人关

注的新课题。目前，在国内外，均采用桩基托换技术对受影响工程进行加固处理，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本文深入细致

的对成都市机场路隧道工程桩基托换技术进行研究，提出了工程中的技术难点，并阐述了解决方案。简单的对桩基托

换技术进行了总结，以供同界朋友交流学习。 

关键词  桩基托换  加固处理 

 

一、前言 

桩基托换技术在地下工程建设中是一

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应用性研究，它涉及土木

工程技术的多个方面，具有综合性强、各专

业结合要求高、环境和安全问题突出等特

点。桩基托换的核心技术是新桩和原桩荷载

的转换，要求在转换的过程中托换结构和新

桩的变形限制在上部结构允许的变形范围

之内。根据桩基托换的机理，可以分为两种

方式：即主动托换技术和被动托换技术。主

动托换是当托换建筑物托换荷载大、变形控

制要求严格，需要通过主动的变形调节来保

证变形要求，即在托换桩切除之前对新桩和

托换结构施加荷载，使需要托换的结构在上

顶力的作用下，随托换大梁一起上升，从而

克服由于托换大梁刚度不足可能产生的上

部建筑物较大的沉降，同时也通过预加载消

除部分新桩和托换结构的变形，使托换桩和

结构的变形可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因此主

动托换的变形控制具有主动性。该技术运用

于大吨位、结构物对变形要求严格的情况。

被动托换是托换建筑物托换荷载小、变形控

制要求不甚严格，依靠托换结构自身的截面

刚度，可以在托换结构完成后即将托换桩切

除，直接将上部荷载通过托换梁（板）传递

到新桩，而不采取其它调节变形的措施。托

换后既有建筑物及托换结构的变形不能再

进行调节，上部建筑物的沉降由托换结构承

受变形的能力控制，变形控制为被动适应。

该技术适用于小吨位和结构对变形要求不

甚严格的情况。经调档和查询国内外相关期

刊杂志、技术资料和情报表明，欧洲、日本

和我国的地铁或城市铁路隧道建设中都曾

遇到桩基托换问题。在国内外桩基托换的工

程实践中，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第一个是采

用一次主动托换技术的日本京都地铁车站，

其特点是托换桩的轴力较高——5850kN（是

资料查询中最大的托换轴力），托换施工技

术合理，位移控制均在目标值内；第二个是

采用被动托换技术的广州地铁，其特点是：

桩基轴力和直径较小（最大直径仅 800mm），

托换桩数量多（约 150 根），托换施工措施

简单，桩顶变形不能进行人为控制。 

二、工程概况 

机场路隧道地处成都平原区，地形平坦

开阔，地面高程为 482～493m，相对高差 2～

11m。隧道从成都南站出站后 DK165+480

开始下穿，于 DK165+980、DK166+450、

DK167+590、DK170+100 处下穿铁路西环

线、三环路、成雅高速公路、绕城高速公路，

紧沿机场高速公路左侧行进，隧道埋深 9～

17m。沿线地表房屋密集，道路纵横交错，

交通极为方便。在下穿西环线、三环路及成

雅高速公路处需对一座铁路桥、两座公路桥

以及四座人行天桥的桥墩进行桩基托换处

理。本文以西环线铁路桥桩基托换为例对此

技术研究进行阐述。 

成绵乐机场路隧道（明挖施工）下穿三

环路与既有成都西环联络线铁路桥（单线

桥，设计荷载：中活载）连续刚构边墩

（DK1+824.36 第 52 号墩）干扰，需进行托

换处理（轴力较大，按主动托换设计）。既

有 铁 路 桥 跨 越 三 环 路 ， 主 跨 为

20.5+33.1+20.5m 预应力 Y 型连续刚构。需

托换的桥墩为连续刚构边跨桥墩，该墩一侧

为 20.5+33.1+20.5m 预应力 Y 型连续刚构的

边跨，一侧为 20m 简支 T 梁，既有桥墩为

双柱式墩，墩径为 1.25m。基础为明挖双层

基础，上层基础为 4.4×2.75m，下层基础为

5.4×4.75m，基础下 4m 深度范围采用复合地

基加固处理。托换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结

构，为保证托换梁底与隧道拱顶有一定的距

离，托换梁将既有桥墩包住，位置在既有明

挖基础以上，托换梁结构尺寸拟定为

28.5×5.7×3m（长×宽×高），托换桩采用 4 根

直径 1.5m 的钻孔桩（按柱桩设计，嵌岩深

度≥4m）。 

三、托换技术论述 

根据铁路桥竣工资料，应用迈达斯有限

元软件对既有桥、墩桩进行结构建模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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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面采用板单元、墩桩采用杆单元），对

托换施工的全过程按施工阶段进行有限元

分析计算。 

midas Civil有限元模型及托换墩跨越隧

道断面如下图所示： 

 

 

图 1 midas Civil 有限元模型图 

 
图 2  托换墩跨越隧道断面图 

 

托换施工工序主要包括： 

1、与铁路运营单位共同对既有连续刚

构桥现状进行核查。就既有铁路桥跨现状及

病害情况进行确认。 

2、建立观测体系，对既有铁路桥墩施

工前各特征点（桥面、墩顶、垫石顶）位移、

沉降初始值进行观测（此后动态观测一直延

续至桩基托换换成及隧道衬砌完成后半

年）。 

3、施工隧道开挖防护桩。 

4、钻孔施工托换桩。（同侧、相邻托换

桩不能同时钻孔施工，应施工灌注完一根桩

后方可施工相邻桩）。 

5、铁路桥 52 号墩托换梁施工 

（1）托换梁及桩帽基坑开挖（托换梁

基坑采用钢板桩防护开挖，桩帽基坑采用钢

筋混凝土护壁垂直开挖）。 

（2）托换梁端部梁底桩顶顶帽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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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有铁路桥墩柱墩柱进行植筋（植

筋宜在后半夜列车运营密度较小时进行）。 

（4）设置桩顶支顶装置。 

（5）托换梁预应力钢束管道布置及普

通钢筋布置。墩柱植筋与托梁钢筋相接。 

（6）灌注托换梁砼。 

（7）张拉托换梁预应力钢束。（此阶段

尤其注意对既有桥墩变形及墩顶标高变化

的观测，每次张拉前后均需进行观测。张拉

钢束前应与铁路运营管理部门联系，应在桥

面无车通过时段张拉） 

（8）根据实测托梁顶位置变形值、既

有墩柱沉降值，对托梁进行逐级顶升，并监

测各监测点的位移、应变变化情况，在达到

设计顶升力或墩顶发生 1mm 位移时停止顶

升。(顶升时采用顶升力、位移双控，顶升

力按设计顶升力的 40%、60%、80%、90%、

100%、105%、110%进行分级加载，最大顶

升力不超过设计顶升力的 10%) 

（9）锁定安全自锁装置，千斤顶逐级

卸载至设计顶升力的 60%，将托梁底既有铁

路桥墩基础逐步切割断开（切割凿除 50cm

厚部分基础，凿除位置距托梁底 50cm）。在

切除过程中应观测墩顶的位移变化，相应调

整千斤顶顶力及自锁装置。 

（10）施工托换桩顶连接段，完成主动

托换体系。 

（11）完成主动托换。 

6、对既有桥状况进行核查，托换体系

与设计计算模型一致。 

7、施工隧道围护结构。 

8、隧道开挖施工，结合隧道施工降水

动态对托换桩侧钻孔注浆。 

9、隧道施工完成半年后与铁路运营管

理单位共同对既有桥状况进行核查，对桩基

托换及隧道施工对桥梁影响情况进行确认。 

四、技术难点分析 

该工程的主要技术难点有三处： 

1、托换荷载难以计算准确。桩基托换

受力体系的转换复杂，需要根据不同阶段、

不同荷载的作用，分阶段确定托换荷载。制

约因素较多，除要考虑托换建筑物正常使用

阶段的受力外，由于隧道开挖的影响，土侧

压力等不可限定的因素对托换结构造成影

响。本设计考虑的解决方法是，除了结构按

施工阶段建模模拟外，对既有桥墩的不均匀

沉降、土侧压力的强制位移均进行细致的模

拟计算，并留有一定的安全储备。 

2、托换变形控制要求高。由于托换墩

吨位较大，工程重要性较强，因此，对结构

变性要求更为严格。再加上数值模拟计算存

在一定的不可预知因素。既有桥的变形往往

令人担忧。本工程考虑的解决方法是，进一

步完善主动托换的思路，在施工中采用边顶

升，边托换的方法，并采用分级顶升的设计

思路，使得结构位移变形在可控范围之内，

以求施工精度达到规范要求，根据现场实

测，本工程施工也达到了较为理想的设计要

求。同时，在托梁内留有备用束孔道，以便

结构经长期运营发生较大变形后可进行二

次张拉。以保持既有结构的安全适用性。 

3、托换节点的抗滑移性。采取何种措

施，使托换大梁与柱节点的先后期混凝土形

成整体，以弥补粘结能力的削弱，是桩基托

换设计的关键，将决定着大轴力桩基托换工

程实施的成败。为克服此困难，本设计除了

按传统方法对既有结构进行植筋连接外，还

对既有结构结合面处设置企口，以加强新旧

圬工面的连接。根据现场实验，该设计思路

不但有效地促进新旧圬工面的结合，也大大

的加强了节点的抗力。 

五、结束语 

机场路隧道桩基托换工程为该项目的

难点工程，经过此次创新型的设计及施工，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也为其

它的桩基托换类似工程提供了参考，在类似

工程中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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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土搅拌桩在建筑工程软基处理的应用 

曾庆龙  王祥民  高文栋 

摘  要  软土地区上的建筑物不能采用天然地基，作为建筑物的基础或基础加固处理的方法，如灌注摩擦桩、端承桩、静压管

桩、水泥土搅拌桩等，因此在不同的地质情况下如何选用适合的桩基础施工方案是达到设计标准的条件下同时降低工

程成本的首选。 

关键词  水泥土搅拌桩 软地基 施工  

 

一、水泥土搅拌桩的类型  

水泥土搅拌桩是一种应用较广泛的地

基加固方法,根据水泥土水化的化学机理，

其施工工艺主要有两种:一种称为，先在地

面把水泥土制成水泥土浆,然后送至地下与

地基土搅和,待其固化后,使地基土的物理

力学性能得到加强;另一种，采用压缩空气

把干燥,松散状态的水泥土粉直接送入地下

与地基土拌和,利用地基土中的孔隙水进行

水化反应后,再行固结,达到改良地基的目

的。目前我国水泥土搅拌桩施工较多采用

“喷浆”工艺。 

二、水泥土搅拌桩设计 

1.深层搅拌法处理软土的固化剂可选

用水泥土，也可选用其它有效的固化材料。

固化剂的掺入量宜为被加固土重的 7%～

15%。外掺剂可根据工程需要选用具有早强、

缓凝、减水、节约水泥土等性能的材料，但

应避免污染环境。 

2.搅拌桩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

场复合地基荷载试验确定，也可按下式计

算： 

fspk=m·Ra/Ap+β·(1-m)fsk  (1) 

式中 

fsk——复合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 

m ——面积置换率； 

Ap——桩的截面积； 

fspk——处理后桩间天然地基土承载力特征

值，可取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计算； 

β——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当桩端土为

软土时，可取 0.5～1.0，当桩端土为

硬土时，可取 0.1～0.4，当不考虑桩

间土的作用时，可取 0； 

Ra——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单

桩荷载试验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特

征值也可按下列二式计算，取其中较

小值： 

Ra=ηfcuAp      (2) 

Ra=μpqsiLi+αqpAp      (3) 

式中 

fcu——与搅拌桩身加固土配比相同的室内

加固土试块（边长为 70.7mm 的立方

体，也可采用边长为 50mm 的立方体）

的无侧限抗压强度平均值；一般取值

为 1800MPa-2000MPa 

η——强度折减系数，可取 0.2～0.33； 

qsi——桩周土的摩擦力，对淤泥可取 5～

8KPa，对淤泥质土可取 8～12KPa，对

粘性土可取 12～15KPa； 

Up——桩周长； 

Li——第 i 层土的厚度； 

qp——桩端天然地基土的承载力特征值， 

α——桩端天然地基土的承载力折减系数，

可取 0.4～0.6； 

在设计时，可根据要求达到的地基承载力，

按(1)式求得面积置换率 m。 

三、水泥土搅拌桩的施工工艺流程及质量控

制 

水泥土搅拌桩是利用水泥土作为固化

剂的主剂，通过特制的深层搅拌机械在地基

深部就地将软土和固化剂强制拌和，使软土

硬结而提高地基强度。这种方法适用于处理

处理淤泥、淤泥质土、泥炭土和粉土，处理

效果显著，处理后可很快投入使用。 

1、施工准备 

搅拌桩施工场地应事先平整，清除桩位

处地上、地下一切障碍(包括大块石、树根

和生活垃圾等)。场地低洼时应回填粘土，

不得回填杂土。水泥土搅拌桩应采用合格的

R32.5 级硅酸盐袋装水泥土以便于计量。使

用前，承包人应将水泥土的样品送中心试验

室或监理工程师指定的试验室检验。水泥土

搅拌桩施工机械应配备电脑记录仪及打印

设备，以便了解和控制水泥土浆用量及喷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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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程度。 

2、施工工艺流程 

桩位放样→钻机就位→检验、调整钻机

→正循环钻进至设计深度→打开高压注浆

泵→反循环提钻并喷水泥土浆→至工作基

准面以下 0.3m→重复搅拌下钻并喷水泥土

浆至设计深度→反循环提钻至地表→成桩

结束→施工下一根桩。 

3、质量检验 

3.1 检验方法 

水泥土搅拌桩成桩7天可采用轻便触探

法进行桩身质量检验。检验搅拌均匀性：用

轻便触探器中附带的勺钻，在搅拌桩身中心

钻孔，取出桩芯，观察其颜色是否一致，是

否存在水泥土浆富集的“结核”或未被搅匀

的土团。触探试验：根据现有的轻便触探击

数(N10)与水泥土土强度对比关系来看，当

桩身 1d 龄期的击数 N10大于 15 击时，桩身

强度已能满足设计要求；或者 7d 龄期的击

数 N10 大于 30 击时，桩身强度也能达到设

计要求。轻便触探的深度一般不超过 4m。水

泥土搅拌桩成桩 28 天后，用钻孔取芯的方

法检查其完整性、桩土搅拌均匀程度及桩的

施工长度。每根桩取出的芯样由监理工程师

现场指定相对均匀部位，送实验室做(3 个一

组)28 天龄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留一

组试件做三个月龄期的无侧限抗压实验，以

测定桩身强度。钻孔取芯频率为 1％～

1.5％。如果某段或某一单体工程水泥土搅

拌桩取芯检测结果不合格率小于 10％，则可

认为该段水泥土搅拌桩整体满足要求；如果

不合格率大于 10％小于 20％时，则应在该

段同等补桩；如果不合格率大于 30％，则该

段水泥土搅拌桩为不合格。对搅拌桩取芯后

留下的空间应采用同等强度的水泥土砂浆

回灌密实。在软土层深厚的地方，或对施工

质量有怀疑时，可在成桩 28 天后，由监理

工程师随机指定抽检单桩或复合地基承载

力。随机抽查的桩数不宜少于桩数的 0.2％，

且不得少于 3 根。试验用最大载荷量为单桩

或复合地基设计荷载的两倍。 

3.2 外观鉴定 

桩体圆匀，无缩颈和回陷现象；搅拌均

匀，凝体无松散；群桩桩顶齐，间距均匀。 

3.3 验收标准 

项 序 
检查项

目 

允许偏差或允

许值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

控

项

目 

1 

水 泥 及

外 渗 剂

质量 

设计要求 

查产品合格

证书或抽样

送检 

2 
水 泥 用

量 
参数指标 查看流量计 

3 桩 体 强

度 
设计要求 

按规定办法 

4 地 基 承

载力 
设计要求 

按规定办法 

一 

般 

项 

目 

1 机 头 提

升速度 

m/min ≤0.5 量机头上升

距离及时间 

2 桩 底 标

高 

mm ±200 测机头深度 

3 桩 顶 标

高 

mm ＋200 

－50 

水准仪(最

上部 500mm

不计入) 

4 桩 位 偏

差 

mm ＜50 用钢尺量 

5 桩径   ＜

0.04D 

用钢尺量，D

为桩径 

6 垂直度 % ≤1.5 经纬仪 

7 搭接 mm ＞200 用钢尺量 

四、结束语 

水泥土搅拌桩通过特制的深层搅拌机

械在地基深部就地将软土和固化剂强制拌

和，使软土硬结而提高地基强度。这种方法

适用于处理软土，处理效果显著，处理后可

很快投入使用，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确保工程

质量的前提下能够降低施工成本、缩短了基

础处理施工工期，在工期紧、出于成本考虑

不易进行基坑大开挖或基础土质换填，考虑

使用水泥土搅拌桩进行基础处理应该是经

济、科学的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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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水泥土硬化机理 

王 园   孙海浩   陈丽敏 

摘  要  对水泥加固土硬化机理及外加剂对水泥土强度影响机理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分析了水泥土硬化机理与混凝土硬化机理

的差异。 

关键词  水泥土  水化  外加剂 

 

1.水泥土的概念 

水泥土，也就是水泥固化土，是水泥、

土体和水一起搅拌后形成的混合物的固结

体。水泥遇水后水化、凝结硬化，同时在这

一过程中释放 Ca2+凝集土颗粒，形成的水泥

水化物骨架包裹着土颗粒固化，改变了土的

物理、力学性质，从而增加了土的强度。 

2.水泥土的硬化机理 

2.1 水泥的水解和水化反应 

普通硅酸盐水泥是以氧化钙 CaO、二氧

化硅 SiO2、三氧化二铝 Al2O3 为主要原料的

水泥，经烧结生成富有活性的水化力强的新

矿物：硅酸三钙 3CaO·SiO2、硅酸二钙

2CaO·SiO2、铝酸三钙 3CaO·Al2O3、铁铝

酸四钙 4CaO·Al2O3·Fe2O3、无水石膏 CaSO4

等。如果向水泥中加水搅拌混合，水泥中的

矿物与水发生水化反应，生成水化硅酸钙

3CaO·2SiO2·3H2O、氢氧化钙 Ca（OH）2、

水化铝酸三钙 3CaO·Al2O3·6H2O、水化铁

酸钙 3CaO·Fe2O3·6H2O。在水化过程中生

成的水化硅酸钙、氢氧化钙等水化物速溶于

水，使水泥颗粒表面继续暴露，继续与水反

应，生成的水化物溶于水，由于水化物的溶

解度很小，溶液很快达到饱和，水分子虽然

继续深入颗粒内部，但新生成物已不能再溶

解，只能以细分散状态的胶体析出，悬浮于

溶液中，形成胶体。 

同时水化铝酸钙会与石膏发生反应，生

成 高 硫 型 水 化 硫 铝 酸 钙

3CaO·Al2O3·3CaSO4·31H2O 针状晶体，也

称钙矾石，当石膏消耗完后，部分钙矾石将

转 变 为 单 硫 型 水 化 硫 铝 酸 钙

3CaO·Al2O3·CaSO4·12H2O 晶体。这一反

应使土中大量自由水以结晶的形式固定下

来。 

2.2 粘土颗粒与水泥水化物的作用 

当水泥的各种水化物生成后，有的自身

继续硬化，形成水泥石骨架，有的则与其周

围具有一定活性的粘土颗粒发生反应。 

1．离子交换和团粒化作用 

水泥水化生成了钙矾石，钙矾石与多余

水结合，致使含水比降低的同时，约束了土

颗粒的移动，形成易胶结的状态；同时土中

含量较多的二氧化硅遇水后，形成表面带有

钾离子或钠离子的硅酸胶体微粒，与水泥水

化析出的钙离子发生离子交换，使土颗粒凝

集、团化，从而使土的强度增高；而且水泥

水化生成的凝胶粒子，由于其比表面积比原

水泥颗粒大 1000 倍，因而产生比较大的表

面能，有很强的吸附活性，能使土团粒进一

步结合起来，进而封闭各土团之间的空隙，

形成坚固的联结，使水泥土的强度提高。 

2．凝硬反应 

随着水泥水化反应的深入，当析出的钙

离子其数量超过上述离子交换的需要量后，

则在碱性的环境中，能与组成粘士矿物的二

氧化硅及三氧化二铝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进

行化学反应，逐渐生成不溶于水的稳定的硅

酸钙或铝酸钙结晶化合物，这些结晶化合物

在水和空气中逐渐硬化，增大了水泥士的强

度，且由于其结构比较致密，水分不易侵入，

从而使水泥土获得一定的水稳定性。这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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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水泥土强度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 

3．碳酸化作用 

水中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能与水泥水

化物中游离的氢氧化钙发生碳酸化反应，生

成不易溶于水的碳酸钙。这种反应也能增强

水泥土的强度，但是增长的幅度较小，且速

度也慢。 

2.3 水泥土与混凝土的硬化机理的差异 

水泥土与混凝土的硬化机理相比，两者

有一定的差异。混凝土中水泥水解和水化所

形成的水泥石与粗骨料（碎石）和细骨料（砂

子）不发生化学反应，仅有表面的物理结合

和化学结合作用，相当于具有堆聚作用的复

合材料，所以其硬化主要是水泥的水解和水

化作用，在混凝土中使用同质同量的水泥必

然产生同量的水化物；而水泥土的硬化则不

同，在水泥土浆中，水泥的水解和水化反应

是在具有活性的土介质围绕并参与下进行

的，其物理化学作用更为复杂，其反应速度

缓慢，所以水泥土的硬化主要由两种胶结作

用组成，水泥本身的水化产物的胶结作用和

水泥水化时产生的钙离子与土中活性物质

之间的凝硬反应所产生的水化物的胶结作

用，这两种胶结作用是水泥土强度的主要来

源，但其中前者是构成水泥土强度的主要部

分。 

3.外加剂影响水泥土强度的机理 

水泥与粘粒发生作用时，Ca2+首先要与

粘粒胶团表面带有的大量的一价 Na+、K+进

行离子交换作用，从而破坏粘粒胶团周围的

双电层结构，水泥与粘粒发生作用过程中起

主要作用的是 Ca2+，用于破坏双电层结构的

Ca2+增加，则用于加固土体的 Ca2+减少，因

而不利于水泥土强度的增长。外加剂中含有

的具有较高离子强度的高价阳离子，可与粘

粒胶团表面带有的大量的一价 Na+、K+进行

离子交换作用，破坏粘粒胶团周围的双电层

结构，使土颗粒趋于凝聚、团化，并清除土

壤内的液相和气相，同时减少了粘粒胶团对

用于固化的 Ca2+的消耗，从而提高了水泥土

的强度。 

所以向水泥土中添加一些适当的工业

废料或化学品作为外加剂可以提高水泥土

的抗压强度，常用的外加剂有粉煤灰、石膏、

以及碳酸钙、氯化钙、三乙醇胺、木质素磺

酸钙等。 

4.结语 

水泥土的强度主要来自水泥水化产物

与粘土颗粒的离子交换和团粒化作用，以及

水泥水化产物与粘土矿物的凝硬反应，碳酸

化作用对水泥土强度的影响幅度很小。根据

外加剂对水泥水泥土强度的影响机理，可以

选择一些具有高价阳离子的外加剂增强水

泥土的强度，例如：粉煤灰、石膏、以及碳

酸钙、氯化钙、三乙醇胺、木质素磺酸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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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夯法在砂土碎石土中的试验 

杨 帆   赵野   张为学   杜金澎 

摘  要  在 6 块填料为砾砂、圆砾（或卵石）的强夯试验田上作试验，获取强夯参数。 

关键词  强夯   重型动力触探   标准贯入试验   静载荷试验 

为确定强夯法在砂土、碎石土中的实用性，笔者设计 6 块试验田（其中 1
#
、2

#
、3

#
、5

#

坑填料较厚，约 5~9 米；6
#
、7

#
坑填料较薄，约 1.7 米，坑底尺寸均为长 20 米，宽 20 米，

填料为取自浑河的砾砂、圆砾和卵石），检测地基在强夯前后、不同夯击能下的效果。本次

检测采用的方法为连续重型动力触探（锤重 63.5kg、落距 76cm）、标准贯入（锤重 63.5kg、

落距 76cm）、冲击钻探、静载荷试验。检测工作量见表 1 

表 1 

坑号 
夯前（DPT、SPT） 

10米钻孔 

夯后（DPT） 

10米钻孔 
静载荷试验 备注 

1# 4 4 3 静载荷试验点标高不同 

2# 3 4 1  

3# 3 4 1  

5# 4 4 1  

6
#
 4 4 1  

7# 4 4 1  

（1） 工程概况 

1.1 试验田概况 

试验田检测的目的是为工程项目提供合理地基处理方案和施工工艺。依据选勘地质报

告，考虑工程项目可能地面标高、填料来源、强夯夯击能，确定试验田为 6 块强夯地基，坑

底尺寸均为长 20 米，宽 20 米，填料为取自浑河的砾砂、圆砾和卵石，每个坑均夯击 3遍（第

1、2 遍夯点间距均为 6米，夯点的夯击次数为 17，仅有 3
#
坑夯点的夯击次数为 12，第 3 遍

为满夯，夯击能为 1000kN·m，夯点的夯击次数为 3），满夯结束，间隔 7 天后进行检测。试

验田基本情况见下表 2。 

表 2 

坑号 坑深（m） 填料厚度（m） 填料成份 夯击能 

1
#
 6.10 9.10 砾砂、圆砾 3000kN·m 

2
#
 6.70 6.70 砾砂、圆砾、卵石 2000kN·m 

3
#
 6.70 6.70 砾砂 3000kN·m 

5
#
 1.70 4.70 砾砂 3000kN·m 

6
#
 1.70 1.70 砾砂、圆砾 3000kN·m 

7
#
 1.70 1.70 砾砂 2000kN·m 

1.2  地基土构成 

场地地基土在钻探深度内自上而下依次叙述如下： 

①耕土：褐色，主要由粘性土及少量植物根系等组成，松散，湿～饱和。分布连续，层

厚 0.2~0.7m。 

②粉质粘土：褐色～黄褐色，含少量铁锰结核，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滑，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饱和，

可塑。性质不均，局部为粘土。分布较连续，层厚0.6~ 5.7m。 

②1 粉土：褐色～黄褐色，含少量粉细颗粒，摇振反应中等，无光泽反应，韧性低，干强度低，稍湿，稍

密。局部分布，层厚0.4~ 2.9m。 

②1细砂：黄褐色，以长石、石英为主，含有少量云母，颗粒大小均匀，含有少量粘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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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密，稍湿。局部分布，层厚0.7~ 3.8m。 

③中砂：黄褐色～褐色，以长石、石英为主，含有少量云母，颗粒大小均匀，含有少量

粘粒，稍密，湿~饱和。分布较连续，层厚0.3~ 8.4m。 

③1粉质粘土：灰色～黄褐色，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滑，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饱和，可塑。局部分布，

层厚0.1~ 0.5m。 

④粗砂：黄褐色，以长石、石英为主，含有少量云母，颗粒大小均匀，稍密，饱和。层厚

0.8~ 5.5m。  

⑤砾砂：黄褐色～灰色，以长石、石英为主，含有少量云母，颗粒大小不均匀，含有少

量粘粒，最大粒径为约 50mm。很密，饱和。分布连续。层厚0.3~ 5.7m。 

⑥中砂：黄褐色～灰色，以长石、石英为主，含有少量云母，颗粒大小均匀，含有少量

粘粒，很密，饱和。层厚1.1~ 6.1m。 

⑦粗砂：黄褐色～浅灰色，以长石、石英为主，含有少量云母，颗粒大小均匀，很密，饱

和。层厚0.4~ 1.4m。  

表 3 

   

  指标 

土层名 

天然孔隙

比标准值

e 

液性指数 

标准值 IL 

标贯击数 

标准值 

（平均值） 

（击） 

动探击数标

准值（平均

值）（击） 

压缩模量 ES

或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

（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耕土    1.0(1.0)   

①1杂填土    4.3(4.9)   

②粉质粘土 1.078 0.78 3.9(4.8) 2.0(2.3) 4.04 100 

②1粉土   4.0(4.0)  3.89 100 

②2细砂   6.4(9.1) 3.8(4.9) 12.0 130 

③中砂   8.8(10.1) 5.6(5.8) 15.0 220 

④粗砂   10.2(12.6) 4.6(5.1) 12.0 180 

⑤砾砂   （10.6） 12.4(13.0) 31.0 490 

⑥中砂   （17.5） 15.6(16.6) 37.0 500 

⑦粗砂   20.7(23.0) 12.9(13.2) 30.8 500 

 

场区地下水类型为潜水，稳定水位在地面下 6.10~6.70 米左右。 

1.3  试验田施工和检测过程 

依据选勘地质报告，结合现场补充勘察，确定 1
#
、2

#
、3

#
、4

#
、5

#
、6

#
、7

#
坑的位置，挖

除表面耕土、粉质粘土及部分中砂，取填料（砾砂、圆砾、卵石）回填至设计标高，作夯前

（DPT、SPT）10 米钻孔，测量放夯点，强夯机进场夯击第一遍；测量放夯点，强夯机夯击

第二遍；第三遍满夯，满夯结束间隔 7 天后进行检测。 

二、载荷试验 

静载荷试验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DB21—907—2005）的有关规定进行。 

1、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慢速维持载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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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设备： 

竖向静载荷试验，采用横梁配重系统。试验采用一台 1000kN 千斤顶加荷，由油压千斤

顶通过具有一定刚度的承压铁板施加压力，油压表显示载荷值，竖向位移由 4 块 50mm 百分

表测读。采用承压板为直径 800mm圆板（面积为 0.50m
2
）。 

3、试验过程： 

初级加荷 75 kPa，以后每级加荷 75 kPa，加荷等级最大取至 8级结束试验。 

1
#
试验点加荷时，压板沉降量较小，且沉降均匀，同时 p—s 曲线始终没有出现陡降，

最终加荷至 600 kPa 时，试验终止。 

1-2
#
试验点加荷时，压板沉降量较小，且沉降均匀，同时 p—s 曲线始终没有出现陡降，

最终加荷至 600 kPa 时，试验终止。 

1-3
#
试验点加荷时，压板沉降量较小，且沉降均匀，仅在第五级（375kPa）时沉降增量

较小，同时 p—s 曲线始终没有出现陡降，最终加荷至 600 kPa 时，试验终止。 

2
#
试验点加荷时，压板沉降量较小，且沉降均匀，仅在第三级（225kPa）时沉降增量较

大，同时 p—s 曲线始终没有出现陡降，最终加荷至 600 kPa时，试验终止。 

3
#
试验点加荷时，压板沉降量较小，且沉降均匀，在第六级（450kPa）时沉降增量变小，

同时 p—s 曲线始终没有出现陡降，最终加荷至 600 kPa 时，试验终止。 

5
#
试验点加荷时，压板沉降量较小，且沉降均匀，同时 p—s 曲线始终没有出现陡降，

最终加荷至 600 kPa 时，试验终止。 

6
#
试验点加荷时，压板沉降量较小，且沉降均匀，仅在第三级（75kPa）时沉降增量较

大，同时 p—s 曲线始终没有出现陡降，最终加荷至 600 kPa时，试验终止。 

7
#
试验点加荷时，压板沉降量较大，沉降均匀，仅在第一级（75kPa）时沉降增量较大，

同时 p—s 曲线始终没有出现陡降，最终加荷至 600 kPa 时，试验终止。 

静载荷试验结果详见附图、表。 

4、载荷试验结果分析 

4.1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 

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DB21—

907—2005）本试验采用以下三种方法综合分析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1、p—s 曲线有明显的比例界限时，取比例界限对应的载荷值为承载力特征值， 

2、p—s 曲线没有明显的比例界限时，由于压板周围土层开裂，出现明显陡降段，确定

极限承载力除以 2 得承载力特征值。 

3、按相对变形值确定，p—s 曲线没有明显的比例界限时取沉降量与承压板直径之比

等于 0.01 对应载荷为特征值，但其值不应大于最大加载量的一半。 

试验成果分析如下： 

由于本工程 8 处试验点加最大荷载时，变形较小（沉降量均小于板直径的 0.06，即

48mm），地基土均没有破坏，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按下表 4-1 取值： 

表 4-1 

   试验点 1 1-2 1-3 2 

按沉降量与承压板直径之

比等于 0.01对应载荷 
593kPa 549 kPa 473kPa 371kPa 

按最大加载量的 1/2对应

载荷 
300kPa 300kPa 300kPa 300kPa 

按极限承载力的 1/2对应

载荷 
≥300kPa ≥300kPa ≥300kPa ≥300kPa 

承载力特征值取值 300kPa 300kPa 300kPa 30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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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试验点 3 5 6 7 

按沉降量与承压板直径之

比等于 0.01对应载荷 
521kPa 506kPa 472kPa 284kPa 

按最大加载量的 1/2对应

载荷 
300kPa 300kPa 300kPa 300kPa 

按极限承载力的 1/2对应

载荷 
≥300kPa ≥300kPa ≥300kPa ≥300kPa 

承载力特征值取值 300kPa 300kPa 300kPa 284kPa 

4.2 变形模量值的确定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本试验采用以下方法确定变形模量：

)1( 2μ IoEo
s

pd
（其中 I0=0.785，μ=0.30，d=0.8m） 

表 5-1 

          试验点 1 1-2 1-3 2 

p(kPa) 300 300 300 300 

s(mm) 4.15 5.21 5.81 6.47 

变形模量 E0 (MPa) 41.3 32.9 29.5 26.5 

表 5-2 

          试验点 3 5 6 7 

p(kPa) 300 300 300 300 

s(mm) 5.15 4.63 5.20 8.39 

变形模量 E0 (MPa) 33.3 37.0 33.0 20.4 

三、重型动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 

强夯前进行了重型动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由于标准贯入试验不具有连续性，强夯

后仅进行了重型动力触探。根据《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DB21—907—2005）的有关规定，

各坑强夯前、后地基土的力学性质如下： 

表 6-1 1#坑夯前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3.7 3.4 11.7 130 

②中砂 7.0 6.4 17.0 250 

表 6-2 1#坑夯后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4.6 4.1 13.8 160 

①1素填土 17.3 16.6 38.8 660 

②中砂 18.1 16.2 27.0 640 

对照上表、工程地质剖面图和重型动力触探试验统计表得出结论：1
#
坑 3000kN·m 强夯下按

照《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DB21—907—2005）的有关规定，N63.5≥7.5， 在 10 米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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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地基能达到 300kPa。中砂层性质得到明显改善。强夯后表面 0.70~0.90m 较松散。

假设基础 4m×4m，埋深 1 米，基底附加应力为 300 kPa，计算其沉降为 4.5mm。 

表 7-1 2#坑夯前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1.7 1.6 （7.0） （60） 

②中砂 10.7 9.4 24.4 370 

表 7-2  2#坑夯后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4.3 3.8 13.1 150 

①1素填土 13.4 12.9 31.7 510 

①2素填土 6.7 6.3 18.3 260 

②中砂 20.7 19.6 27.0 780 

②2中砂 6.5 5.4 16.0 210 

对照上表、工程地质剖面图和重型动力触探试验统计表得出结论： 2
#
坑 2000kN·m 强夯下

按照《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DB21—907—2005）的有关规定，N63.5≥7.5， 在 6.20 米的

深度范围内，地基能达到 300kPa。中砂层性质得到明显改善。强夯后表面 0.60~0.70m 较松

散。假设基础 4m×4m，埋深 1 米，基底附加应力为 300 kPa，计算其沉降为 8.5mm。 

表 8-1 3#坑夯前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2.8 2.4 （10.0） （100） 

②中砂 6.9 5.9 16.8 230 

表 8-2 3#坑夯后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5.2 4.5 15.2 180 

①1素填土 15.9 15.2 36.4 600 

①2素填土 6.4 5.9 17.7 230 

①3素填土 5.3  15.4 200 

②中砂 15.3 14.5 27.0 580 

②2中砂 6.9 6.6 16.8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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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上表、工程地质剖面图和重型动力触探试验统计表得出结论： 3
#
坑 3000kN·m 强夯下

按照《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DB21—907—2005）的有关规定，N63.5≥7.5， 在 5.50 米的

深度范围内，地基能达到 300kPa。中砂层性质得到明显改善。强夯后表面 0.30~0.70m 较松

散。假设基础 4m×4m，埋深 1 米，基底附加应力为 300 kPa，计算其沉降为 7.8mm。 

表 9-1 5#坑夯前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2.8 2.5 （10） （100） 

②中砂 5.7 5.3 14.1 210 

表 9-2 5#坑夯后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3.9 3.3 12.1 130 

①1素填土 16.8 16.2 37.9 640 

②中砂 14.9 14.2 27.0 560 

②2中砂 6.1 5.7 15.2 220 

对照上表、工程地质剖面图和重型动力触探试验统计表得出结论： 5
#
坑 3000kN·m 强夯下

按照《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DB21—907—2005）的有关规定，N63.5≥7.5， 在 5.80 米的

深度范围内，地基能达到 300kPa。中砂层性质得到明显改善。强夯后表面 0.60~1.00m 较松

散。假设基础 4m×4m，埋深 1 米，基底附加应力为 300 kPa，计算其沉降为 7.0mm。 

表 10-1 6#坑夯前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标贯击数 

平均值 

（击） 

标贯击数 

标准值 

（击）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

（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2.1 1.9 （6.0） （70） 

②中砂 18.3  8.7 8.2 20.4 320 

表 10-2 6#坑夯后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3.7 3.0 11.7 120 

①1素填土 20.4 18.3 44.0 730 

②中砂 17.2 16.5 27.0 660 

②2中砂 6.3 6.0 15.6 240 

对照上表、工程地质剖面图和重型动力触探试验统计表得出结论：6
#
坑 3000kN·m 强夯有效

加固深度为 6.60~7.10 米。中砂层性质得到明显改善。强夯后表面 0.60~0.80m 较松散。6
#

坑 3000kN·m 强夯下按照《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DB21—907—2005）的有关规定，N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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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在 6.60 米的深度范围内，地基能达到 300kPa。中砂层性质得到明显改善。强夯后

表面 0.60~0.80m 较松散。假设基础 4m×4m，埋深 1 米，基底附加应力为 300 kPa，计算其

沉降为 8.8mm。 

表 11-1 7#坑夯前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标贯击数 

平均值 

（击） 

标贯击数 

标准值 

（击）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

（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2.5 2.2 （8.0） （80） 

②中砂 13.7 10.3 6.5 6.0 16.0 240 

表 11-2 7#坑夯后地基土的力学性质 

指标 

 

土层名 

动探击数 

平均值（击） 

动探击数 

标准值

（击） 

变形模量 

平均值 EO（MPa） 

承载力 

特征值 fak(kPa) 

①素填土 3.7 3.2 11.7 120 

①1素填土 11.7 10.6 28.6 420 

②中砂 13.7 13.2 27.0 520 

②2中砂 6.6 6.4 16.2 250 

对照上表、工程地质剖面图和重型动力触探试验统计表得出结论：7
#
坑 2000kN·m 强夯有效

加固深度为 5.00~6.50 米。中砂层性质得到明显改善。强夯后表面 0.70~1.30m 较松散。7
#

坑 2000kN·m 强夯下按照《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DB21—907—2005）的有关规定，N63.5

≥7.5， 在 5.00 米的深度范围内，地基能达到 300kPa。中砂层性质得到明显改善。强夯后

表面 0.70~1.30m 较松散。假设基础 4m×4m，埋深 1 米，基底附加应力为 300 kPa，计算其

沉降为 8.9mm。 

四、结论 

1 强夯法适宜本场地地基处理。 

2 根据地基土平板载荷试验、重型动力触探试验结果，试验田承载力特征值为

fak=300kPa（7
#
坑试验点平板载荷试验 fak=284kPa），沉降计算值均小于 20mm。 

五、下一步施工建议 

1 应由专门的岩土公司提供全程技术服务，指导施工。 

2 对现场表层的耕土、粉质粘土、粉土、细砂层挖除至中砂层。 

3 填料宜选用级配良好的砾砂、圆砾、卵石，对选中的料场宜取样作颗粒级配分析试

验。不均匀系数大于 10，最大粒径不大于 200mm，含泥量不超过 5%，不应含草根

和有机质。 

4 施工时宜选用全站仪测放夯点。 

5 每个夯点夯击次数不宜少于 15 击，满夯不少于 2 击。 

6 选用夯击能为 3000kN·m。 

7 强夯后表面 0.3~1.3米地基土较松散，建议采用振动碾压处理。 

 



 

111 

强夯法在市政管线施工中的应用 

李视熹  李峥  赵野  张为学  杜金澎 

 

摘  要  通过测试强夯对市政管线变形，证明强夯法在市政管线回填土施工中的可行性。 

关键词  强夯、管线 

 

在市政道路和管线回填土施工中，常

用压路机碾压回填土。但碾压法需要分层

回填、碾压和检测，施工步骤多，容易受

到环境因素影响，施工周期长。而强夯法

特点是：可使用工地常备简单设备；施工

工艺、操作简单；适用土质范围广，加固

效果显著，可取得较高的承载力，一般地

基强度可提高 2～5 倍；压缩性可降低 2～

10 倍，加固影响深度可达 6～10m；工效高，

施工速度快（一般设备每月可加固 5000～

10000m 地基），较换上回填和桩基可缩短

工期一半；节省加固原材料；施工费用低，

节省投资，比换土回填节省 50%费用，与

预制桩加固地基相比，可节省投资 50%～

70%等。施工速度快，施工质量可以满足工

程要求。但是强夯法强大的夯击可能对管

线造成一定的影响。 

为了解强夯施工对地下排水管的影

响，笔者在现场进行模拟试验。 

排水管（玻璃钢夹砂管）顶离虚铺粉

质粘土顶距离 4.20 米，夯击能 1000kN·m，

夯击 8 击，夯点 4 个。距排水管到地面投

影点分别为 15 米、10 米、5 米、0 米。夯

前在管顶作记号 1、2、3；在管内壁接缝

顶、底作记号点 4、5、6。在每次夯完 8

击后，用全站仪测量（xyz）1、2、3、4；

用尺测量接缝 4。在整个场区点夯完成后，

再测量用钢尺量接缝 4、5、6。 

各测试点示意图如下： 

 

 

 

 

 

 

 

 

 

 

 

 

 

 

 

 

 

 

第 1、2、3点测量数据显示： 

①距排水管到地面投影点为 15 米处

强夯时，管水平偏移约 1mm，垂直偏移约

0mm； 

②距排水管到地面投影点为 10 米处

强夯时，管水平偏移约 2.7mm，平均垂直

偏移约 0mm（局部下沉 2mm、上翘 2mm）； 

 

 

 

③距排水管到地面投影点为 5 米处强

夯时，管水平偏移约 2.7mm，平均垂直偏

移约 0mm（局部下沉 3mm、上翘 2mm）； 

④ 距排水管到地面投影点为 0 米处

强夯时，管水平偏移约 1mm，平均垂直偏

移约 8mm（局部上翘 12mm）； 

第 4 点测量数据显示： 

① 距排水管到地面投影点为 15 米处

强夯时，接缝顶管位移 0mm，接缝底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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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0mm ； 

②距排水管到地面投影点为 10 米处

强夯时，接缝顶管拉伸位移 1mm，接缝底

管拉伸位移 1mm ； 

③距排水管到地面投影点为 5 米处强

夯时，接缝顶管拉伸位移 2mm，接缝底管

拉伸位移 3mm ； 

 

④距排水管到地面投影点为 0 米处强

夯时，接缝顶管压缩位移 5mm，接缝底管

拉伸位移 14mm ； 

⑤在整个场区点夯完成后，接缝顶管

压缩位移 4mm，接缝底管拉伸位移 10mm ； 

第 5 点测量数据显示： 

在整个场区点夯完成后，接缝顶管拉

伸位移 6mm，接缝底管拉伸位移 2mm； 

第 6 点测量数据显示： 

在整个场区点夯完成后，接缝顶管压

缩位移 5mm，接缝底管位移 0mm ； 

综合第 1、2、3 点测量数据显示，排

水管整体水平偏移约 1 mm；垂直偏移约

8mm； 

综合第 4、5、6 点测量数据显示，接

缝位移 0~14mm。 

结论： 

1 管壁能承受强夯，不会产生强度破

坏； 

2 可以不考虑强夯对两管接缝（柔性

连接）的影响； 

3 强夯法在市政管线回填土施工中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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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淤泥质土地区某工程降水的一种形式 

尹 越  杨 帆  王春雷 
摘  要  本文结合盘锦市某一淤泥质土地区基坑工程进行设计研究，采用搅拌桩止水帷幕、管井及轻型井点降水形式。该工程

由于临海，土层情况淤泥质土较厚，下部又为粉细砂透水层，故区别于以往通常所用的整体轻型井点降水，设计中结合

了多种降水、止水措施，并考虑了管井的长度，避免穿入粉细砂透水层增加涌水量，管径直径及潜水泵的功率型号经过

试验后采用此种降水方法。 

关键词  降水、稳定、适用性、经济性。 

   

一  引言 

对于临海地区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含

水层（淤泥质土）中进行基坑开挖时，由

于坑内外的水位差大，较易产生流砂、管

涌等破坏现象，甚至使边坡或坑壁失稳坍

塌。在基坑开挖前，采用轻型井点降水工

艺，将基坑内外水位降低，从而达到开挖

基坑的目的，是常用且较为有效的施工方

法。本文以盘锦淤泥质土地区某工程为

例，阐述轻型井点及管井降水方案的设

计。 

二  工程地质概况 

1. 盘锦某工程位于辽宁盘锦辽滨经

济技术开发区，交通十分便利。场地紧邻

海滨，场内还有沼泽等平均水位与自然地面

持平，水量丰富，补给水源巨大。 

图 1 . 1  地 质 剖 面 图 

 

2. 根据本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场

地地层情况如下所示： 

第①层：素填土（Q4
ml
） 

杂色，湿，松散，主要由粘性土组成。层底

埋深为 0.40～1.40米，层厚 0.40～1.40米。 

第②层：粉质粘土（Q4
mc
） 

灰黄色，饱和，软塑～可塑状态，稍有光泽，

无摇震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层底

埋深为 2.20～2.90米，层厚 1.00～2.30米。  

第③层：粉砂与粉质粘土互层（Q4
m
） 

粉砂：灰色，饱和，稍密，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为主，呈次棱角状，颗粒级配一般，分

选性一般；粉质粘土：灰色，饱和，软塑，

稍有光泽，无摇振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

中等，粉砂与粉质粘土呈薄层状互层分布，

单层厚度 0.1～0.3 米左右。层底埋深为

3.40～4.50 米，层厚 1.10～1.90 米。 

第④层：粉质粘土（Q4
m
） 

灰色，饱和，软塑状态，稍有光泽，无摇震

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层底埋深为

6.50～8.60 米，层厚 2.00～4.80 米。 

第⑤层：淤泥质粉质粘土（Q4
m
） 

灰色，饱和，流塑~软塑状态，稍有光泽，

有摇震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局部含有

薄层粉砂夹层。层底埋深为 11.80～12.60

米，层厚 3.30～6.00 米。 

第⑥层：粉砂（Q4
m
） 

灰色，饱和，中密，矿物成分以石英、长石

为主，呈次棱角状，颗粒级配一般，分选性

一般。层底埋深为 13.00～14.70 米，层厚

0.80～2.90 米。 

第⑦层：粉质粘土（Q4
m
） 

灰色，饱和，可塑状态，稍有光泽，无摇震

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层底埋深为

17.00～18.70 米，层厚 3.40～5.50 米。 

第⑧层：粉细砂（Q4
m
） 

灰色，饱和，密实，矿物成分以石英、长石

为主，呈次棱角状，颗粒级配一般，分选性

一般，层底埋深为 31.80～39.40 米，层厚

14.10～21.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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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 1 土层参数表 

 

4.根据当地经验，粉质粘土的渗透系数 K：

K=0.01m/d。 

三  管井降水设计 
 2 2

3

0 0

684.5 /

ln 1 ln 1 0.2m m

H h
Q k m d

h l hR

r l r




 
   
     

   

 

设计井深 14m，未穿过隔水层，桩间距 30m。

采用抽水 120 m3/d，可以满足基坑降水要

求，为了加快基坑开挖速度，提高降水效率，

在基坑内部又布设一部分轻型井点降水。

 

降水井平面布置图 

 

 

 

 

 

 

四  轻型井点降水设计 

1.井点管埋设深度 

根据设计要求降水深度不小于基坑底

面以下 0.5m，按照井点的平面布置线型布置

间距 30m，井点管至坑壁不小于 1.0m，防局

部发生漏气。高程布置，根据井点的埋设深

土层代

号 
土层名称 

天然状态土的物理性指标（平均值） 

含水量 重度 干重度 孔隙比 液限 塑限 
塑性 

指数 

液性 

指数 

w γ γd e wL wP IP IL 

% kN/m
3
 kN/m

3
 -- % % % -- 

② 粉质粘土 33.8 19.0 14.2 0.877 38.3 23.9 14.4 0.69 

③ 
粉砂与粉质粘

土互层 
37.0 18.6 13.6 0.959 40.2 25.2 15.0 0.78 

④ 粉质粘土 36.6 18.6 13.6 0.952 39.8 24.8 14.9 0.78 

⑤ 
淤泥质粉质粘

土 
43.8 17.5 12.1 1.204 42.6 27.5 15.1 1.08 

⑦ 粉质粘土 32.0 19.1 14.4 0.846 37.4 23.1 14.3 0.62 

⑨ 粉质粘土 2.84 19.4 15.1 0.768 35.1 21.4 13.7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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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H(不包括滤管)。 

H≥H1+h+I×L(m) 

=3.5+0.5+（1/10）×10 

=5.0m 

H1——井管埋设面至基坑底的距离； 

h——基坑中心处底面至降低后地下水位的

距离，一般为 0.5--1.0m,取 0.5m； 

I——地下水降落坡度，环状井点取 I=1/10； 

L——井点管至基坑中心的水平距离。(取

L=10m) 

井点管的埋设深度（总管平台面至井点

管 下 口 ， 不 包 括 滤 管 ） 为 H ≥

3.5+0.5+1/10x10=5m。结合现有标准管的长

度井点管长度为 6m（内径 0.05m，另滤管长

1.0m）。同时还应考虑井点管一般要露出面

0.2m 左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滤管必须埋

在透水层内，为了充分利用抽吸能力，总管

的布置接近地下水位线，水泵轴心标高与总

管平行或略低于总管，总管具有 0.25—0.5%

坡度(坡向泵层)，各段总管与滤管分别设在

同一水平面。 

 

2. 采用水冲法进行井点冲孔。根据井

点平面位置，开动高压水泵将土冲松，冲井

直径一般为 250-300mm，孔深 6.0m，冲水钢

管直径为 60mm，冲井压力见表 1。一旦水力

冲孔法无法冲动时，可采用磨盘钻机钻孔的

方式施工。 

3. 井孔成型后，立即拔出冲管，插入

井点管，并在井管壁外，迅速用中粗砂灌实，

填至井管上口距地面 1-1.5m 处再用粘土封

堵。 

①埋没井点冲孔水流压力，最可靠的数

字是通过试冲，表列值可供施工预估配备高

压泵之用。 

②根据国产轻型井点的最小间距

80cm(井点管中心至中心)，要求冲孔位置不

宜过近，以防两孔冲通(一般冲孔直径不大

于 30cm)。轻型井点间距宜采用 0.8-1.6m。

本设计采用间距 1.5m。 

表 2 冲井压力 

4. 关于计算 

①单井出水量计算 

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判断，地下水以潜水

的形式存在，集水井的形式为非完整井。 

 

可以采取以下经验公式计算单井出水量 q 

33
sq=120 r l k 2.03 /m d   

l 是过滤器进水部分长度，l 取 1m； 

rs 为过滤管半径，rs=0.025m。 

②基坑总涌水量计算 

不规则基坑等效半径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0r 0.29 m （A+B）=60.9  

A=114m、B=97m 分别为基坑的长边和短边。 

潜水含水层降水井影响半径 R： 

土壤名称 冲水压力(MPa) 

松散的细砂 

软塑状态的粘土、粉质粘土 

密实的腐殖土 

密实的细砂 

松散的中砂 

黄土 

密实的中砂 

可塑状态的粘土 

砾石夹粘性土 

硬塑状态的粘土、粉质粘土 

粗砂 

中等颗粒的砾石 

 

0.25-0.45 

0.25-0.50 

0.5 

0.5 

0.45-0.55 

0.60-0.65 

0.60-0.70 

0.60-0.75 

0.85-0.90 

0.75-1.25 

0.80-1.15 

1.00-1.25 

1.25-1.50 

1.3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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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 73mR S H   

基坑总涌水流量为： 

368.8 m3/d 

Q 为基坑涌水量； 

K 为渗透系数； 

S 为基坑水位降深，S=3.0-(-0.5)+0.5=4.0m 

H 是含水层厚度,根据设计提供的地质资料，

H 取 14m。 

③降水井的数量 n 

182 根  

井点间距 1.6m，实际取 1.5m。按照单排井

点环形布置。 

4）抽水设备选用 

抽水设备所带动的总管长度为 64m。所需的

最低真空度为： 

hk = 10×(6+1.0) =70(KPa) 

所需水泵流量： 

Q1=1.1Q=1.1×368.8=405.7 （ m
3
/d ） =17

（m3/h） 

所需水泵的吸水扬程： 

Hs ³6+1.0=7(m) 

五 止水帷幕 

因为本工程特殊地质情况，为了满足基

坑稳定性，又满足工期要求，所以在基坑外

围又施工一圈搅拌桩止水帷幕，提高了降水

质量。 

 

六  结论 

经过现场跟踪监测，止水帷幕和水位情

况都满足设计要求。管井用于基坑主要降水

方法，但是相对较慢，对于淤泥质土含细沙

土层降水效果不明显，轻型井点降水后土体

固结，提高了基坑的边坡稳定，防止流沙，

增加了基坑开挖的安全性，可减少边坡的放

坡坡比，一般可减少边坡放坡土方量的

1/3～1/2 以上。轻型井点降水后土层固结，

基底干燥稳定，提高了土的承载力，便于用

大型机械进行土方施工，提高工效，缩短工

期。止水帷幕有效切断补给水源保障基坑稳

定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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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工程地质勘察中的问题 

杨 帆 

摘  要  建筑工程地质勘察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进行调查研究的认识过程。因此，工程地质勘察必须明确

勘察工作的因素，以确保勘察和设计的质量。本文就民用建筑建筑工程地质勘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建筑工程 地基变形 地质勘察 

    

工程地质学早在 21世纪 30年代就已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期的研究成果更是高

深至运用非线性科学研究其复杂性问题。地

质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因区域、地区、场

地而各异。在各类建筑地基基础设计中，为

保证其安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技术条件：

地基强度条件，即保证地基稳定性，不发生

剪切破坏或滑动破坏；地基变形条件，即

沉降量、沉降差、倾斜、局部倾斜都不超过

地基容许变形值。地质勘察报告是建筑工程

设计的重要依据，是保证满足上述两个技术

条件的必备资料。科学的地质勘察报告不仅

能提高建筑设计质量，还可以节省工程量，

减少投资，从而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1 建筑工程地质勘查中存在的问题 

建筑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或有特殊施工

要求的重大建筑地基，有时通过详细勘察尚

不能全部查明情况或取得全部所需资料时，

则需进行施工勘察。当前在民用建筑工程地

质勘察中存在着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1对工程地质勘察的重要性和价值认识不

够 

地质勘察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揭示地

质构成，二是提供土体的力学性质指标；地

质构成决定基础处理方案的选择，力学指标

对工程造价影响很大。众所周知，地下是看

不见摸不着的，只有靠钻探勘察，建设场地

是唯一性的，勘查成果也没有可比性，因此

建设单位选择一家专业技术强，操作规范严

谨，能准确提供成果的勘察单位相当重要，

对建筑的安全、工程施工顺利进行、节约投

资都有重要的意义。 

1.2 地勘部门地勘报告质量不高 

地勘部门提出的地勘报告，质量不高，

并不乏错误。现某些地勘报告其内容简化到

不提供土工试验指标，不作评价，不作明确

的结论和提出建议性工程处理意见等。一些

报告中该省略的不省略，不该省略的却没

有；不该附的图附上，需要填的表格又没有；

文字不多，却废话连篇。其做法是蒙哄不懂

专业的管理人员和去迎合部分设计人员只

要提供地基承载力这一指标。 

1.3 勘探方法不对 

一些部门用所谓的静载试验验压探坑

两侧土层为准来确定承载力，其做法是一种

误导，是不科学的。试想，压裂较浅和较深

的两侧土所需的大小压力都不一样，究竟取

用哪一压力定值来作为地基承载力。另外，

压裂两侧土土层又能怎样替代或者说明该

压力值就是竖直方向土层地基持力层的承

载力。 

1.4 工程地质勘察缺乏监管 

一是工程地质勘察在工程的前期阶段

进行，由建设单位自主选择勘察单位，一般

建设单位缺少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地质勘

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对勘察单位要求

不高，有个成果就可以，钻探费用上考虑多

点，对技术的要求就轻了。二是地质勘探是

野外作业、土工试验和资料整理，整个过程

只有勘探单位独立完成，没有监督，到底钻

了几个孔，钻了多深，去了多少土样，土工

试验做了多少，这些都存在漏洞，是勘探单

位的“良心话”。现在施工图审查也对地质

勘察成果进行审查，那都是事后了，只要资

料造的过去都能通过，地质构成与实际施工

严重不符时有时发生力学指标的精确性更

是无法辨别。 

2 确定地基承载力的方法和取值问题 

地基承载力决不是一种方法就可以确

定的，而需要以下五种方法：①根据《规范》

表格确定；②按静载荷试验方法确定；③按

动力或静力触探法法确定；④根据土的强度

理论计算确定；⑤根据临近条件相似的建筑

物经验确定。有上述五种方法得到的承载力

后，再经过分析，综合取值才能得到地基承

载力。 

在上述方法中，一般以野外图鉴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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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查《规范》表、动力静

力触探方法和理论公式方法计算方法为主

要的确定方法。目前，质检部门只承认的现

场静载荷试验法是当遇到地质条件复杂、土

质很不均匀或遇到重大工程师才采用的一

种方法，但在一般不具设备条件和压力达不

到的情况下，很难实施此法。用现场静载荷

试验确定地基持力层的承载力其正确的方

法有 3 种：①强度控制法，即以比例界限 PO

值作为地基土承载力。它适用于硬塑～坚硬

的粘性土、粉土、砂土和碎石土。②相对沉

降控制法。根据沉降量和承压板宽度的比值

s/b 确定，对于粘性土采用 s/b≤0.02 对应

的压力为地基承载力，对于砂土采用 s/b≤

0.01～0.015 对应的压力为地基承载力。③

极限荷载法。当 P～S 曲线上的比例界限出

现后，土很快达到极限荷载 Pu，将 Pu 除以

安全系数 F(F=2.0～3.0)作为地基土承载

力。如高州市区地基土，一般深 1.0m～2.0m

以下均为碎石土（以砾石、卵石为主）即使

用静载荷试验方法确定承载力，也应用强度

控制法或极限荷载法。对于密实的卵石土用

强度控制法得到的 P～S 曲线的第 1 个拐点

必是地基持力层将产生局部剪切破坏的开

始点，此时所对应的压力即为比例界荷载 PO

（或临塑荷载 Pcr）。而此拐点的出现，对于

是持力层的碎石土，没有足够的压力是难以

出现的。至于出现第 2个拐点（极限荷载对

应的点），使碎石土完全剪破，出现连续滑

动面，更是难以达到。相对沉降控制法一般

适用于在P ～S曲线上出现不了拐点的中高

压缩性的松砂或可塑、软塑状态下的黏性

土。而当前地勘部门提供的地勘报告，在地

基是碎石土的情况下采用相对沉降控制法

确定地基土承载力的方法是不合适的。 

3 地基土的承载力及其与变形的关系 

（1）作为设计部门设计人员，不仅要

会设计，还要会阅读和充分利用地勘报告，

要能对报告中提供的内容进行分析，对其中

存在的问题能提出质疑，不应只需要承载力

值。即使需要地基土承载力（或地耐力）值，

也不只是这一种值。《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FＪ7-89）给承载力提出了 3 种值：①地

基承载力基本值f0;②地基承载力标准值fk

③地基承载力设计值 f。基本值 f0 是由大量

工程实践得出的经验值。《规范》各表列出

的各种土类的值是依据现场荷载试验、标准

贯入试验、轻便触探试验和室内土工试验数

据，对相应的地基土承载力进行统计、分析

而得出的。当根据室内物理力学指标平均值

确定地基承载力标准值时，应按表中承载力

基本值乘以回归修正系数而得 fk，即

fk=I-Iff(IIf 为回归修正系数)。当实际工

程的基础宽度 B＞3 m，基础埋深 D＞0.5 m

时，承载力值还要提高，即要进行宽度和深

度修正，修正后才得设计值 f 。地勘报告中

一般提供的是承载力标准值。设计人员在使

用时不能直接用标准值来设计，而要经基础

宽度和埋深修正后得承载力设计值进行设

计。当前许多设计人员直接用标准值进行设

计是不科学的。 

（2）采用承载力设计值来设计，是为

了确定建筑物基础底面和剖面尺寸，通过公

式 A=N/f-YGD 计算来满足 P≤[P]要求，这只

考虑了满足地基强度条件要求。但设计人员

在设计中很少考虑变形条件要求，这也是造

成地勘报告中不提供工程建议性处理意见

的后果。 

当前建筑工程出现质量事故很大一部

分不是强度条件不满足，而是变形条件不满

足所造成。建筑工程中出现的不均匀沉降造

成房屋裂缝、倾斜、局部倾斜，就是变形条

件不满足所带来的危害。要使工程变形条件

得到满足，地勘报告中必须提供建议性工程

处理措施，以供设计人员参考，重要的工程

甚至要作变形计算，提供的建议性措施，对

建筑物上部结构而言应包括建筑措施、结构

措施、施工措施，对地基而言应包括地基处

理方法，如换填、夯实等。而且不应只停留

在定性分析和描述上，要明确提出定量数

值，以使设计人员重视和好用。 

4 结束语 

总之，工程地质勘察是工程建设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环节，与建筑物的安全和工程造

价有着紧密的关联。作为从事地勘工作的技

术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

德，精通业务，精心做好工程地质勘探工作，

不断提高地勘水平。否则，在验收工程时必

须有地勘报告的这一国家规定只能是流于

形式，并有可能酿成工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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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验槽在岩土工程中的作用 

宋宪松  王园  孙海浩  郗志良  李慧 

    

摘  要  验槽是工程地质勘察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尤为重要。本文着重阐述了验槽在岩土工程中的重要性，并详细介绍了验槽

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验槽  岩土工程 

 

1、前言 

验槽是工程地质勘察中的最后一个环

节。当施工单位将基槽开挖完毕后，由勘察、

设计、施工和使用单位四个方面的技术负责

人，共同到施工现场进行验槽。验槽时，作

为勘察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高度的责任

心，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要认真负责，把好

最后一道关，为工程安全提供可靠的保证。 

2、验槽的内容 

（1）核对基槽开挖平面位置与槽底标

高是否与勘察、设计要求相符。如果槽底标

高与勘察、设计要求不符，后果是相当严重

的，它会直接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和人身安

全。例如设计单位要求挖至第三层中砂层，

而施工单位只挖至第二层粉质粘土层，而此

层的承载力低，不能满足地基强度与变形要

求。如果验槽技术人员不负责，没有及时纠

正，那么工程竣工后 ，将会出现主体发生

不均匀沉降，甚至出现严重倾斜及主体倒塌

事故，这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想象

的。所以我们验槽技术人员一定要严格把守

这一关。 

（2）检验槽底持力层土质与勘察是否

相符。参加验槽人员需沿槽底依次逐段检

验，用铁铲铲除新鲜土面，用野外鉴别方法

进行鉴别。可采用轻型触探进行现场验证地

基承载力是否与报告相符。必要时可采取土

样或砂样进行土工试验，以确保万无一失。 

 

（3）当基槽土质显著不均匀或局部有

古井、菜窖、坟穴，可用钎探查明平面范围

与深度。基槽土质局部软弱、不均匀的情况

是经常会遇到的，应处理得当，以避免严重

不均匀沉降，导致墙体开裂等事故。因为有

的地区地层变化很大，地质情况相当复杂，

有时勘察未必把整个场区的不良地质现象

完全查透。所以在验槽时如出现不良现象，

必要时应进行补勘，以保证勘察工作的安全

可靠，为工程施工提供可靠的依据。 

（4）研究决定地基基础方案是否必要

修改或作局部处理。 

（5）基槽检验后应写出包括岩土描述、

槽底土质平面分布图、基槽处理竣工图、现

场测试记录的检验报告。 

3、验槽时的注意事项 

（1）应验看新鲜土面，清除回填虚土，冬

季冻结表土或夏季日晒干土都是虚假状态。 

（2）槽底在地下水位以下不深时，可挖至

水面验槽，验完槽再挖至设计标高。 

（3）验槽要及时，基槽挖好即组织验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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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下雨泡槽、冬季冰冻等不良影响。 

（4）验槽前一定要做槽底普遍打钎工作，

提供验槽时参考。 

（5）一定要查明有无软弱土层的存在。

如果出现此类情况，要及时进行补勘工

作，查明其范围。及时通知设计人员共同

协商处理。 

 

（6）基槽挖好后，应尽量减少暴露时间，

及时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如不能立即进

行，应预留大于 300mm的覆盖土，待基础

施工前进行人工挖出。 

（7）基坑开挖应避免超挖，对造成超挖

部分应采用与地基土相同的土料或用碎

石土、砂土填补，并夯实达到要求密实度。 

（8）在低山丘陵地区，当第四纪覆盖土

埋藏较浅时，基坑应挖至基岩新鲜面。此

时验槽时，应现场查明岩体的地质成因、

结构、构造、产状、矿物成分等是否与勘

察报告相符；还应查明有无破碎带、有无

断层、裂隙及节理的发育程度。 

 

4、结束语 

验槽工作虽然是勘察工作中的最后一

个环节，但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会面临许

多问题的复杂性。如基槽中段软弱两端坚

实、槽底严重倾斜、暖气沟斜贯基槽、邻近

建筑基础突入基槽、槽底有钢筋混凝土、部

分基槽杂填土很深、河流通过基槽局部淤泥

层很深以及基槽积水泡软持力层等等。为了

保证工程安全，防止事故，需做妥善处理。 

因此，作为验槽技术人员，应当具有高

度的责任心和充实的专业知识，千万不要麻

痹大意，以免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参考文献 

【1】《土力学地基基础》（第二版）陈希哲 

【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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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DNA03数字水准仪在沉降监测中的应用 

解广成   王祥民   胡令洋 

 

摘  要   主要介绍 Leica DNA03 数字水准仪的原理、技术参数、操作方法，结合实际工作，说明了高精度数字水准仪在沉降监

测中的应用。 
关键词   DNA03数字水准仪 沉降监测 

 

数字水准仪也叫电子水准仪，在数字

水准仪研制出来之前，传统的水准施测一

般采用水准仪以人工读取数据结合手工记

薄或手工电子记录的方法。这种传统方法，

人为主观因素影响较多，测量效率相对较

低。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第 1 台数字水准

仪问世以来,数字水准仪便以其时尚的外

观设计、读数客观、测量精度高、测量效

率高、操作简单、自动改正测量误差等诸

多优点,得到了广大测绘工作者的青睐。近

年来,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各项目测绘生

产作业中,如地铁沉降监测、建筑物沉降监

测以及等级水准测量等方面。 

 
图 1 Leica DNA03 数字水准仪 

1  Leica DNA03 数字水准仪简介 

Leica DNA03 数字水准仪及配件由瑞

士徕卡公司生产，为 DSZ05 级电子水准仪，

具有自动读数、自动记录、自动检校、自

动传入计算机的全程“数据流”形成功能。 

1.1  测量原理 

Leica DNA03 数字水准仪的工作原理

是将标尺的条码作为参照信号存在仪器

内。测量时，仪器内置的线译码器捕获仪

器视场内的标尺影像作为测量信号，然后

与仪器的参考信号进行比较，便可求得视

线高度和水平距离。同光学水准测量一样，

测量时标尺要直立。只要把标尺照亮，本

仪器还可以在夜间测量，传感器的敏感范

围从最高频率的可见光到亚红光的频率。 

 
图 2 精密铟瓦条码尺 

1.2  主要技术参数 

(1)高程测量中,每公里往返测量标准偏

差：0.3mm 

(2)在距离测量中,标准偏差 5 mm/10m 

(3)测距范围：3m 铟瓦标尺:1.8m~60 m 

(4)水准仪灵敏度：圆水准器:8＇/2 mm 

(5)补偿器:用电子跟踪的磁阻尼摆补偿器:

±10＇ 

(6)居中精度标准偏差:0.3″。 

2  工程实际应用  

2.1  工程概况 

盘锦渤海路地下商业街工程位于盘锦

市双台子区渤海路南段，该路段北起红旗

大街，南至胜利大街，路段东西两侧紧邻

商铺，路段全长 760 米，路面宽度 20 米，

属于狭长形基坑支护工程，为地下一层结

构，整个基坑为南北走向，采用明挖法进

行基坑开挖，工程所在区域地下水位较高，

测区共布设高程基准点 4 个、外围建筑物

沉降监测点 142 个。 

2.2  作业前的准备工作 

2.2.1  仪器校验 

测量之前,首先要检校视线的 i 角误

差,其次是检校仪器的圆水准器和标尺水

准器。对于 i 角误差检校可采用该数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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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仪提供的两种检校方法,“A×B×”法和

“A××B”法(A和 B 是标尺位置, ×是仪

器位置)。根据需要选择检校方法,每种方

法均可按照仪器设定好的操作步骤来做,

操作完毕仪器将计算出 i 角值,存贮到系

统信息的 i 角改正一项中,这样仪器将对

每个标尺读数自动进行 i 角改正。视线误

差 i 角计算公式如下: 

i=arctan

〔(A1-B1+B2-A2)/(d1-d2+d3-d4)〕 

式 中 :A1,B1,B2,A2 分 别 为 标 尺 高

度;d1,d2,d3,d4 分别为相对于标尺高度

的距离。水准气泡的校正采用的方式和传

统常规方式相同，在此不在赘述。 

2.2.2  仪器设置 

首 先 ， 进 入 快 速 设 置 , 打 开

Earthcurv(地球曲率改正)这一功能，此改

正是自动的,所以打开后就不必担心曲率

改正问题了，若观测距离小于 1. 8 m，仪

器则不能用电子测量方法自动曲率改正，

只能人工计算进行地球曲率改正。地球曲

率改正的公式为: 

E =X
2
/(2R) 

式中：X=测量的距离；R= 6 378 000 m(地

球半径)。 

其次，进入测量程序中的参数设置，

选择“线路测量”程序，该程序包括设置

作业、设置线路和设置限差 3 个过程。设

置作业,记录任务名、操作者等信息;设置

线路即观测路线的命名，然后选择观测方

法,结合工程实际按照二等水准测量标准，

作业设置应选择“aBFFB”这种测量模式,

该测量模式无论往测还是返测均采用奇数

站 BFFB(后前前后)、偶数站 FBBF(前后后

前)的双观测方法。DNA03数字水准仪还设

置了可以检查限差功能,只要测量成果超

过限差,就显示 1 条信息,而且允许立即重

新测量。就这个参数的设置功能简单说明

如下： 

DistBal：任一测站上前后视距差累计; 

MaxDist：视线长度; 

StafLow：最低视线高度; 

B-B/F-F：同一标尺 2 次读数的最大差值。 

根据《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12897-2006)对二等水准测量(数字

水准仪)的要求各项分别设为：DistBal =6 

m；MaxDist =50 m；StafLow= 0. 5 m；

B-B/F-F=0. 4 mm。 

3  外业实测 

3.1  建立高程基准网 

高程控制网严格按照国家一二等水准

测量规范的要求，在受施工影响小，易于

保存的稳定区域并覆盖整个测区布设了 4

个高程基准点 K1、K2、K3、K4，高程控制

基准点应连接成多结点水准网，按现场施

工要求，高程基准网布设成二等水准网。

见图 3 

 

图 3 水准网示意图 

3.2  外业测量 

结合测区环境，测量路线设定为以 K2

和 K4 为起算点的 2 个闭合环，进入测区按

照设定好的路线、方法观测，数字水准仪

会检测每次测量操作和结果，如有方法不

一、超限等问题，仪器会提示是否需要重

测，外业测量结束将数据输出到 CF 卡并转

存到计算机，结束外业测量工作。 

4  数据处理与精度评定 

4.1  平差计算 

第一步，打开水准网平差软件，单击 

新建工程—数据—导入—选择对应的 MDT

格式文件。单击“打开”按键后即可将测

量作业的所有数据全部导入水准网平差软

件。 

第二步，单击工具栏中“闭合差”，在

下拉菜单中选择“设置限差”，限差设定为

2 L mm。依次点击“搜索闭合环”和“显

示闭合差”，检验闭合差是否超限。 

第三步，单击工具栏中的“平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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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期水准路线的误差 

观测次数 日期 
闭合差 W

（mm） 

允许闭合差 

2 L （mm） 

长度 L 

（km） 
测站数 n 

每测站高差中

数中误差 M 

（mm） 

1 2012.05.01 0.57 2.98599 2.22904 42 0.087953 

2 2012.05.10 -0.31 3.03953 2.30968 56 0.041425 

3 2012.05.20 0.34 2.52038 1.58808 33 0.059186 

4 2012.05.31 -0.11 2.50117 1.56396 34 0.018865 

5 2012.06.10 0.42 3.01511 2.27273 44 0.063317 

6 2012.06.15 0.59 2.77431 1.92420 48 0.085159 

7 2012.06.30 -0.35 2.91412 2.12303 50 0.049497 

8 2012.07.09 -1.00 2.90331 2.10730 52 0.138675 

9 2012.07.20 0.19 2.88472 2.08040 48 0.027424 

 

下拉菜单中选择“开始计算”，软件即开始

对所有观测数据进行平差计算，平差结果

可输出到 Excel 或文本文档中。 

4.2  精度评定 

根据监测结果对各期变形量及闭合差

和每测站高差中数中误差进行了计算，各

项限差均满足规范要求，闭合差和每测站

高差中数中误差计算方法如下，各期的观

测结果见表 1。 

闭合差：W h = 测h  

式中， 测h 为实测高差的代数和；每测

站高差中数中误差：M w =
n

W  

式中，n 为测站数。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两项精度指标远远

高 于 规 范所 规 定 的允 许 误 差 , 说 明

LeicaDNA03 数字水准仪精度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同时也说明了 LeicaDNA03 数字水

准仪用于沉降监测等各种高精度测量工作

的可行性。 

5  结束语 

结合本次工程实践的验证, 并参考有

关数字水准仪的理论介绍现将 Leica 

DNA03 数字水准仪的一些优缺点进行简略

的总结。 

优点：数字水准仪读数客观，记录及

计算不存在误读、误记、没有人为读数误

差，确保了测量数据的可靠性；测量精度

高,可以满足我国现行的各种等级的水准

测量工作；同时其具有速度快、效率高，

与传统仪器相比，数字水准仪的效率可以

提高 30%～50%。 

缺点：数字水准仪进行水准测量的误

差来源要比传统水准仪要多,特别是电磁

场的影响、CCD 成像质量、标尺及其光照

变化影响、视线遮挡等,都将会对测量成果

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应采取一定的有效

措施消除或减弱这些误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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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桩施工中土体位移监测 

胡令洋 王祥民 解广成 赵亮 曾庆龙 

 

摘  要  在一系列的管桩施工过程中，由于沉桩时对周围会产生挤土效应，并对周边建筑物等造成影响，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

在施工过程中应对施工现场周围土体位移进行监测，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 

关键词  深层土体位移 测斜仪 

 

（2） 前言 

随着国内建筑事业的发展，对技术的不

断创新与追求，由于地下土体性质、荷载条

件、施工环境的复杂性，单单根据地质勘察

资料来确定设计和施工方案，往往含有许多

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对于复杂的大中型工程

或环境要求严格的项目，对在施工过程中引

发的土体性状、环境、邻近建筑物、地下设

施变化的监测已成了工程建设必不可少的

重要环节。在管桩施工过程中对深层土体位

移监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一系列的管桩施

工沉桩的过程当中对周围的土体会产生挤

土效应，并对周边建筑物等公共设施造成不

同程度的影响，更有可能会对周边建筑物及

设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本人根据实

地施工情况对管桩施工过程中对深层土体

位移监测的过程及数据分析阐述自己的看

法与结论。 

（3） 深层土体位移监测意义 

类似于这种管桩施工和深基坑项目对

周围深层土体位移监测的影响，理论、经验、

监测相结合是工程设计施工的正确途径，对

大中型工程复杂的项目难以从理论上找到

定量的分析，这就必定依赖于现场施工过程

中的跟踪监测，首先，靠现场监测提供动态

信息反馈来指导施工全过程，可及时了解施

工环境——地下土层、地下管线、地下设施、

地面建筑在施工过程中所受的影响及影响

程度。再次，对及时发现险情，清楚险情的

发展情况，和及时能做出补救措施。 

（4） 工程概况 

现场地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场区地形较

平坦（北部有人工池塘，深约 4 米），地面

市政高程为 37.25~43.21 米。原地貌为浑河

冲积平原，由第四纪冲洪积形成。对其拟建

的地块高层建筑场地进行深层土体位移监

测。 

4、 测斜孔的安装与埋设 

4.1 测斜孔安装埋设 

 

图 1 测斜孔安装埋设 

5.i=Lsinθi 

式中：L 为探头轮距，一般为 1m；θi为某

一深度倾斜角。当测斜管埋设进入相对稳定

土层或非变形土层时，则可认为管底是位  

移不动点，管口的水平位移值 Sn即为各分段

位移增量的总和: 

 

当测斜管上下两端均有水平位移时，就

需实测管口的水平位移值 Sm，并向下推算各

测点 Sm的水平位移值: 

 

测量的结果整理成各种曲线，可反映土体不

同时期的水平位移情况。 

4.2 测斜孔安装应注意事项 

根据对现场勘察对建筑区域周围埋设

20m 深的测斜管，采用专用塑料硬管，其抗

弯刚度应适用被测土体的水平位移，测斜导

管内十字导槽应顺直，管端接口密合，测斜

是将测斜仪探头导轮卡置于预埋测斜忸管

的十字导槽内，从底部每隔 1m 依次测读，

并通过数据处理计算不熟出不同深度处土

体的水平位移，埋设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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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斜管埋设前，应按设计用螺钉进行

预组装：管底部用底盖封住，用外接头连接

导管至大于埋设长度约 0.5m；再根据钻架高

度将预装好的导管从接头处拆卸分段备用。 

（2）测斜管埋设时，按预装顺序从底部分

段依次埋入，相邻两段沉降测斜管随埋随

接，并及时灌水入管内，直至将测斜管压入

孔底就位。 

（3）调整测斜管内十字导槽方向与观测断

面方向一致后，安装测斜管预盖，并在测斜

管周围回填中粗砂，并灌水使其密实。 

（4）用水泥砂浆固定观测盒，对孔口进行

长期保护。 

（5）待测斜孔测土回淤稳定后，连续测读

数次，稳定读数作为初始读数。 

5、 深层土体位移监测分析 

5.1 观测频率： 

以侧向位移速率及位移总量控制。一般

情况下 1 次/天，当位移、沉降的速率较大

时，观测频率增加至 2～3 次/天。监测结果

及时提供给设计、监理、施工及建设单位，

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联系并采取应急措

施。当观测值相对稳定时，可适当降低观测

频率。安全警示值：侧向位移 30mm。 

5.2 观测方法： 

1.连接探头与测读仪。在连接测读仪的电缆

与探头的时候，必须用原装扳手将螺母接

上。检查密封性、电池充电情况（电压）及

仪器是否能正常读数。当测斜仪电压不足时

必须立即充电，避免损伤仪器。 

 

图 2 仪器设备 

2.把探头插入测斜管，使滚轮卡在导槽上，

慢慢下降孔底以上半米处。注意不能把探头

下降至套管的底层，避免损伤探头。观察自

下到上地沿导槽全长每隔半米测读一次。要

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度，每一测量完一部分

中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延迟，来确保读数系统

与环境温度及其他条件平稳。如果对测量结

果有怀疑可重测，重测的结果将覆盖相应的

数据。 

 

图 3 连接仪器 

3.测量完毕后，将探头旋转 180°，插入同

一对导槽，按以上方法重复测量，前后两次

观测时的各测点应在同一位置上；在一般情

况之下，两次测量同一测点的读数绝对值之

差应小于百分之十，符号要相反，否则应重

测本组数据。 

 

图 4 读数仪 

4.用同样的方法和程序，可以测量另一对导

槽的水平位移。 

5.侧向位移的初始值应取基坑降水之前，连

续 3 次测量无明显差异之读数的平均值。 

6.观测间隔时间通常取定为 3d。当侧向位移

的绝对值或水平位移速率有明显加大时，必

须加密观测次数。 

7.RT-20MU 型测斜仪配有 RS-232 接口，可

以与微机相连，将系统设置与测量数据在微

机与测斜仪之间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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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仪器探头 

5.3 观测数据分析 

沉桩施工结束后，各个测点累计位移测

斜值达到峰值，后来由于土体的逐步固结，

累计位移值有所减小。至监测结束。 

距离打桩区域较近的 K13、K24 测孔的

累计位移值最大，其中 K13 累计位移值最大

值为 31.4mm，发生在孔口位置，因孔口外

0.5m 处于土层外，所以该数据可不加以分析

考虑，但在测斜孔 10m 以上均有 10mm 以上

的变形，此变形为所有监测孔中最大变形；

K24 测孔的累计位移最大值为 42.1mm，同样

发生在孔口位置，在 10m 以上位置发生近

20mm 的位移变化。K13 曲线图如下： 

 

图 6 监测位移曲线 

在管桩施工过程中，从观测资料上分

析，平面位置上测点离打桩位置越近变化越

大；根据观测时间上分析，合理控制打桩速

度，给土体变形以时间，可以减缓变形速度，

从而减小打桩队挤土效应带来的影响。 

6、结论 

6.1．从信息化施工角度来看，在基础桩施

工过程中实施一定的监测手段是必要的。它

可以指导施工，全面及时地掌握基础土体的

工作情况，可正确判断工程的实际安全度及

其变化，为施工的顺利进行提供保证。在发

生异常情况时，可及时调整施工方式、采取

必要的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 

6.2．测斜管的顶端由于受施工干扰比较大，

为达到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应做好保护工

作，如在管口砌方形砌槽，加混凝土盖板等；

同时在其周围应严禁堆载、汽车的碾压和施

工中的碰撞。 

6.3．基坑开挖开始阶段，由于施工速度太

快，位移速率容易超过警报值，根据监测结

果的反馈信息用于指导施工就显得非常重

要。 

6.4．深层土体水平位移随深度变化曲线可

理解为“三角形”，也可以理解为是“弓形”，

但本文认为应根据具体工程地质情况和实

际工况具体确定，形状不重要，关键是偏斜

位移速率和总位移的控制。 

受沉桩施工影响，土体中最大水平位移

的位置并不发生在土体表面，而是在桩长的 

1/3，1/2 深度处;距打桩施工区越远，深层

土体变形量越小，受影响较大的土体深度也

随之变浅。 

根据实测数据分析，当沉桩位置与测点

距离大时，监测数据无明显变化（深层土体

位移量小于 2mm/d，），因此可以认为，受挤

土效应影响深层土体位移未发生明显倾斜

和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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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沉降观测 

丁立岩  付东雪  刘文涛  

 

为了掌握建筑物、构筑物在修建中和竣

工后的变形情况，正确指导施工，保证工程

质量，检验工程设计的正确性和利于建筑

物、构筑物的安全使用，对指定建筑物、构

筑物进行变形观测非常必要。 

沉降观测是最主要的变形观测内容。沉

降观测作业简单、精度高，它不仅能提供沉

降量，还可以推算建筑物的倾斜以及水平构

件的挠度等。沉降观测的主要方法是精密水

准测量。 

工程建筑物从施工开始到竣工，以及建

成运营后很长一段时间，沉降是不可避免

的。如果沉降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属正常现

象，但一旦超过某一限度，就会危及建筑物

的安全。因此，在建筑物的施工和运营期间，

都必须对建筑物进行沉降观测，以便及时掌

握沉降情况，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保证建

筑物从施工开始到运营期间均安全有效。 

现行规范也规定，高层建筑物、高耸构

筑物、重要古建筑物及连续生产设施基础、

动力设备基础、滑坡监测等均要进行沉降观

测。 

特别在高层建筑物施工过程中，应用沉

降观测加强过程监控，指导合理的施工工

序，预防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不均匀沉降，避

免因沉降原因造成建筑物主体结构的破坏

或产生影响结构使用功能的裂缝，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 

本人根据在建筑物沉降观测中的实践，

对沉降观测的实施浅谈管窥之见。 

一、发生沉降的原因 

高层建筑物的沉降原因分析通过对高

层建筑沉降的研究,高层建筑发生沉降的原

因是复杂的,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其内在

的因素,可能是一种原因,也可能是由多种

原因共同造成的。总体归结起来造成建筑物

沉降的原因主要有设计、勘察、施工、规划、

使用、自然灾害等因素。 

1.地基处理欠妥。首先,对于软硬相差

悬殊的地基上没有进行地基处理,采用天然

地基,导致建筑物产生不均匀沉降。其次,地

基土并不是单一的匀质材料,但在设计中对

其作了简化假定,使其单一化理想化,表现

为压缩模量、密实度等,这样就使计算与实

际有一定的误差。最后,在基岩严重倾斜的

场地,建筑物基础下的压缩层一部分较薄,

另一部分很厚,造成地基土压缩量相差过大,

建筑物产生不均匀沉降。 

2.施工原因。施工原因造成基础沉降的

事故也很多,其中包括施工方案违反相关规

程、施工质量低劣、桩头处理不当、施工一

记录造假、配套设施影响、相邻基坑影响、

对地基上保护不力以及未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等。 

3.建筑场地选址不当。建筑场地应处于

安全环境之中,应避开断裂带、土坡边缘、

故河道和可能塌方、滑坡等危险地段。建筑

场地选择失误,会带来潜在的危险。 

4.规划不当。软土地区的一些规划部门

在批准建筑用地时,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严重

不足,造成相邻基础下天然地基土附加应力

叠加,引起建筑物相向倾斜或相邻建筑物桩

基施工时,地基土产生较大的扰动,承载力

降低。 

5.基础方案失误。对同一幢建筑物采用

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基础形式,相互关系

处理不当,致使地基土所承受的附加压力严

重不均,建筑物基础刚度变化较大,产生不

均匀沉降,结构破损。对于软硬相差悬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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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土,采用整体性较差的刚性基础,使基

础内部产生较大的附加应力而破损。在深厚

饱和软土、粉细砂地基中采用密布的振动沉

管灌注桩,打桩过程中易产生较大的超孔隙

水压力,拔管时周围的软土,泥浆极易挤入,

会造成桩尖不规则或不完全落底,桩体产生

缩颈甚至断桩事故,承载力大打折扣,造成

沉降。 

二、沉降监测方案设计 

（一）观测精度的确定 

高层建筑变形量应能确切反映高层建

筑、构筑物及其地基的实际变形情况或变形

趋势，并以此作为确定监测方案和检验成果

质量的基本要求。由于观测精度直接影响到

观测成果的可靠性,同时也受到观测方法和

仪器设备等的影响,因此,确定合理的测量

精度是变形监测方案设计的重要内容。国内

外对变形监测的精度要求还存在不同看法,

但可以确定的是,变形监测的精度取决于观

测的目的。国际测量工作者联合会(FIG)第

十三届会议(1971 年)工程测量组提出：“如

果观测的目的是为了使变形值不超过某一

允许的数值而确保高层建筑的安全，则其观

测的中误差应小于允许变形值的 1/10～

1/20，如果观测目的是为了研究其变形过程,

则其中误差应比这个少得多”。对于不同的

高层建筑,其变形监测的精度要求差别比较

大,同一高层建筑的不同部位在不同时间对

观测精度的要求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变形监

测采用哪个等级，主要按下列方法确定：(1)

以高层建筑阶段平均变形量为依据；(2)以

某些固定值为依据；(3)以高层建筑最小变

形值为依据；(4)以预估变形量或变形速度

为依据；(5)以地基允许变形值为依据。在

实际监测中,通常根据高层建筑的地基允许

变形值来推算，高层建筑的地基允许变形值

一般是由设计单位给定的或者由相应的建

筑规范规定的。地基允许变形值包括沉降

量、沉降差、倾斜和局部倾斜四种:沉降量

——基础某点沉降大小，一般指基础中心的

沉降量；沉降差——基础上任意两点沉降量

之差，一般指相邻两单独基础的沉降量之

差；倾斜——基础倾斜方向两端点的沉降差

与其距离的比值；局部倾斜——砌体承重结

构沿纵向 6m～8m 内基础两点的沉降差与其

距离的比值。常用的高层建筑地基允许变形

值，可以求出相应的允许变形量，根据实际

情况取其就得到应该采用的测量精度。由此

可进一步确定采用的观测手段、仪器设备

等，也为监测网网形的设计和优化提供参

考。就基坑工程施工对周围环境的监测要求

而言，周围环境监测分为四个等级。 

（二）工作基点的布设 

工作基点是沉降观测的基准点，应根据

工程的沉降施测方案和布网原则的要求建

立，而沉降施测方案应根据工程的布局特

点、现场的环境条件制订。依据工作经验，

一般高层建筑物周围要布设二至三个基点，

且与建筑物相距 50M至 100M间的范围为宜。 

基点可利用已有的、稳定性好的埋石

点，也可以在该区域内基础稳定的地方重新

设置基点。 

所布设的工作基点，在未确定其稳定性

前，严禁使用。使用期间要经常测定工作基

点间的高差，以判定它们之间是否相对稳

定，并且工作基点还要定期与远离建筑物的

基准点联测，以检核其稳定性。 

沉降观测点布设位置具体应符合下列

要求： 

布置在变形明显而又有代表性的部位； 

1、稳固可靠、便于保存、不影响施工

及建筑物的使用和美观； 

2、避开暖气管、落水管、窗台、配电

盘及临时构筑物； 

3、承重墙可沿墙的长度每隔 8m 至 12m

左右设置一个观测点，在转角处、纵横墙连

接处、沉降缝两侧也应设置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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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点方法 

为了便于观测及长期保存，观测点采用

暗藏式。埋设时用φ32 的电锤在设计位置打

孔，将直径 28mm、长度 12cm 的预埋件放入

孔内，周围用环氧树脂填充使牢固。观测时

将活动标志旋紧，测毕取出，盖好保护盖。

这样既不影响建筑物的外观又起到保护标

志的作用。 

沉降观测点的布置：沉降观测点设置位

置、数量（由有关单位共同商讨确定）。 

（三）观测周期的确定 

高层建筑变形是一个渐变过程，是时间

的函数而且变形速度不均匀，但变形观测次

数是有限的。因此合理的选择连续观测的周

期，对于正确分析变形结果是确保高层建筑

自身安全很重要的。沉降观测从高层建筑施

工开始到停止使用结束，贯穿整个过程,相

邻两次变形观测的时间间隔就是一个观测

周期。 

确定变形观测周期的基本原则为：根据

高层建筑的特征、变形速率、观测精度要求

和工程地质条件及施工过程等因数综合考

虑。对于沉降观测从分析变形过程出发，变

形速度值比变形绝对值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实际工程中应视具体情况选择观测次数

与间隔时间。在高层建筑施工期间，观测次

数与间隔时间应视地基与荷载增加情况而

定，在高层建筑使用阶段则应视地基土类型

和沉降速度大小而定。特别当高层建筑平均

沉降速度较大或不均匀沉降量较大时，一方

面应及时通知设计、施工单位查找原因并采

取措施，另一方面应增加观测次数，以保证

高层建筑的安全使用。在施工阶段，沉降观

测的周期应符合下述规定： 

1、在建筑物、构筑物增加较大荷载（基

础浇筑、回填土、结构安装、设备安装、砖

墙每砌筑一层楼、工业炉砌筑期间，烟囱每

增加 15m 左右等）前后，均应进行观测。 

2、若施工中停工超过二个月时，应在

停工和复工前进行观测。 

3、当基础附近地面荷重突然增加，周

围大量积水及暴雨后或周围大量挖方、降水

等，均应观测。 

4、沉降观测中如发现突然上升或大量

下沉现象，应进行重复观测加以证实。 

实际工作中，也可以根据下面的规定确定观

测周期： 

（1）连续三个月平均沉降量小于 1 ㎜

时，每季度观测一次，否则每月观测一次； 

（2）连续季度平均沉降量小于 2 ㎜时，

半年观测一次； 

（3）交工时应进行一次沉降观测。 

三、沉降观测的方法 

沉降观测常用水准测量的方法,也可以

采用液体静力水准测量的方法。一般高层建

筑物和深基坑开挖的沉降观测,通常用精密

水准仪,按国家二等水准技术要求施测,将

观测点布设成闭合环或附合水准路线联测

到水准基点上。采用水准测量进行变形监

测，必须做到固定观测时间、固定观测路线、

固定观测人员、固定观测仪器。由于现场条

件限制，变形观测时很难做到前后视距离相

等,在每次观测前,必须对仪器进行检验校

正，特别是对仪器 i 角误差和调焦误差进行

检验。 

水准基点必须坚固稳定。为了对水准点进行

相互校核，防止其本身产生变化，水准点的

数目应尽量不少于 3 个，以组成水准网。对

水准基点要定期进行高程检测，以保证沉降

观测成果的正确性。  

在布设水准基点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1、水准基点应尽量与观测点接近，以

保证观测的精度；  

2、水准基点应布设在受震区域以外的

安全地点，以防止受振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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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开公路、铁路、地下管道和滑坡

至少 5m。避免埋设在低洼易积水处及松软土

地带。 

4、为防止水准基点受到动胀的影响，

水准点的埋设深度至少要在冰冻线下 0.5m。

水准基点的形式与埋设沉降观测水准基点

的形式与埋设要求，一般与三、四等水准点

相同，但也应根据现场的具体条件、沉降观

测的时间上的要求等决定。 

5、当观测急剧沉降的建筑物时，若建

造水准基点已来不及，可在已有房屋或结构

物上设置标记作为水准基点，但这些房屋或

结构物的沉降必须证明已经达到终止，在山

区建设中，建筑物附近常有基岩，可在岩石

上凿一洞，用水泥沙浆直接将金属标记镶固

于岩层之中，但岩石必须稳固。当场地或其

他不利情况下，应建造深埋水准基点或专用

水准点。 

四、沉降观测的实施 

1、建立固定的观测路线 

依据沉降观测点的埋设要求或图纸设

计的沉降观测点布点图，确定沉降观测点的

位置。在架设仪器的站点与转点处做好标

记，保证每次观测均按标记设站、置尺。在

工作基点与沉降观测点之间建立固定的观

测路线，以削弱误差的影响。 

2、沉降观测 

根据编制的工程施测方案及确定的观

测周期，首次观测应在观测点安稳固后进

行。一般高层建筑物有一层或数层地下结

构，首次观测应自基础开始，在基础的纵横

轴线上按设计好的位置埋设沉降观测点(临

时的)，等临时观测点稳固好，进行首次观

测。 

首次观测的沉降观测点高程值是以后

计算各观测点沉降量的起算依据，其精度要

求非常高，所以每个观测点首次高程值应在

同期观测两次后确定。 

随着结构升高，临时观测点移上进行观

测直到±0．00，再按规定埋设永久观测点

(为便于观测可将永久观测点设于＋

500MM)。然后按确定的观测周期实施观测，

直至竣工。 

观测时，仪器应避免安置在有空压机、

搅拌机、卷扬机等振动影响的范围内，塔式

起重机等施工机械附近也不宜设站。 

在观测过程中，如有基础附近地面荷载

突然增减、基础四周大量积水、长时间连续

降雨等情况，均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当建

筑物突然发生大量沉降、不均匀沉降或严重

裂缝时，应立即进行逐日或几天一次的连续

观测。 

3、图表汇总 

将每次观测数据整理检查无误后，进行

平差计算，求出每次每个观测点的高程值。

从而确定出沉降量。 某个观测点的相邻两

次观测值之差即为该周期的沉降量，各周期

沉降量总和即为该点的累计沉降量。 

(1)根据各观测周期平差计算的沉降

量，列统计表，进行汇总。  

(2)绘制各观测点的沉降曲线 

首先建立沉降曲线坐标，横坐标为时间

坐标，纵坐标上半部为荷载值，下半部为各

沉降观测周期的沉降量。 

将统计表中各观测点对应的观测周期

所测得沉降量画于坐标中，并将相应的荷载

值也画于坐标中，连线，就得到对应于荷载

值的沉降曲线。  

(3)根据沉降量统计表和沉降曲线图，

我们可以预测建筑物的沉降趋势，将建筑物

的沉降情况及时的反馈到有关主管部门，正

确地指导施工。已完工的建筑物亦可采用已

测成果为依据线性回归分析未来的趋势及

结果。 

对沉降观测的成果分析，我们还可以找

出同一地区类似结构形式建筑物影响其沉

降的主要因素，这对指导施工单位编好施工

http://www.studa.net/
http://www.stu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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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设计正确指导施工大有裨益，同样也为

勘察设计单位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设计出

更完善的施工图纸。 

4、观测中的注意事项 

(1)严格按测量规范的要求施测。 

(2)每次观测必须按照固定的观测路线

进行。 

(3)观测时要避免阳光直射，且要尽可能

做到各观测环境基本一致。 

(4)成像清晰、稳定时再读数。 

(5)随时观测，随时检核计算，观测时要

—气呵成。 

(6)定时对工作基点复(联)测，检查基点

的稳定性。 

(7)及时将每次所观测的沉降情况反馈

有关部门。 

五、几点体会 

1、在施工期间沉降观测次数安排不合

理，会导致观测成果不能准确反映沉降曲线

的细部变化，因此，施工期间较大荷重增加

前后，如基础浇筑、回填土、安装柱子、结

构每完成 i层、设备安装、设备运转、工业

炉砌筑期间等，均应进行观测；当基础附近

地面荷重突然增加，周围大量积水及暴雨

后，周围大量挖土等，均应进行观测。 

2、沉降观测精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沉

降观测的成败。对沉降观测精度的选择要以

既能适合工程特性的需要，又不造成无谓的

浪费为原则。本人认为一般情况下在首次观

测过程中，适用精密仪器的设备(高级水准

仪、铟钢合金尺等)，以后按二等以上水准

测量方法，采用放大率倍数较大的 S2 或 S3

水准仪进行观测，也可以测出较理想的结

果。 

3、在沉降观测过程中，当沉降量与时

间关系曲线不是单边下行光滑曲线，而是起

伏状现象时，这就要分析原因，进行修正。

如果第二次观测出现回升，而以后各次观测

又逐渐下降，可能是首次观测精度过低，若

回升超过 5MM 时，第一次观测作废，若回升

在 5MM 内，应将第二次与第一次的标高调整

一致；如果曲线在某点突然回升，可能是观

测点被碰动所致，因此，取相邻另一观测点

的相同期间沉降量作为被碰观测点之沉降

量；如果曲线自某点起渐渐回升，一般是工

作基点下沉所致，因此，必须通过与基准点

符合测量，确定工作基点的下沉量。 

六、结语 

总之,高层建筑进行全面的、系统的、

长期的沉降观测,掌握其沉降规律,发现异

常,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工程补救措施,对

于确保桩基高层建筑物在施工期间和投入

运营后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信

随着现代高层建筑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先进的仪器的广泛应用,

测量精度的越来越高,沉降观测的技术必定

会越来越成熟,为设计、施工提供更加可靠

的资料及相应的沉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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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某过冬基坑监测数据浅析 

孙海浩  王园   张丙吉 

摘  要 本文结合基坑工程实例，对于桩锚支护在沈阳地区超深基坑中的应用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  超深基坑；桩锚支护；预应力锚索 

 

1.工程概况 

某酒店住宅复合项目位于沈阳北二马

路和吉安路之间，西临同泽北街，东临南宁

北街。拟建建筑酒店地上部分包括塔屋层一

共 24 层，地下部分 4 层；拟建建筑住宅部

分包括塔屋层一共 37 层，地下部分 4 层。

基坑开挖深度约 23 米，该工程基坑安全等

级为一级，侧壁重要性系数为 1.1。 

由于工期比较紧张，该基坑在支护施

工过程中要经过寒冷的冬季。 

2.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2.1 工程地质条件 

支护范围内场地地层自上而下为： 

①填土：杂色，主要由粘性土、炉渣、

碎砖、碎石、水泥块组成，稍湿，结构松散。 

②粉质粘土：黄褐色，饱和，可塑，

含有红褐色氧化铁斑及黑色铁锰质结核，无

摇振反应，稍有光泽，韧性中等，干强度中

等。 

③中砂：黄褐色，石英、长石质，均

粒结构，分选性好，级配差，含少量粘性土。

稍湿，中密。分布较连续。性质不均，局部

呈粗砂状。 

④砾砂：黄褐色，石英、长石质，混

粒结构，一般粒径1～5mm，最大粒径为80mm，

分选性较差，级配较好，含少量粘性土。稍

湿～饱和，中密。 

⑤粉质粘土：黄褐色，饱和，可塑，

含有氧化铁，略有光泽，韧性中等，干强度

中等，无摇振反应。分布连续。 

⑥砾砂：黄褐色，石英、长石质，混

粒结构，一般粒径 1～5mm，最大粒径为

120mm，分选性较差，级配较好，含少量粘

性土。饱和，中密。 

2.2 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地质报告，整个场区地下水类型

为潜水，受大气降水和地下径流补给，水量

丰富。 

3．工程难点 

本工程基坑开挖深度较深，属于深基

坑；且工程所处地点位于沈阳市繁华地带，

四面建筑红线紧邻街道，现场位置极其狭

小，厂区内外管线密布，近邻多为商铺和住

宅，对施工噪音、环境、及基坑安全文明施

工的要求较高。 

4．基坑支护方案 

4.1 支护结构形式 

根据工程地质条件与周边环境，设计

单位结合沈阳地区的支护设计与施工经验，

经专家与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论证，本工程基

坑四周均采用支护桩+预应力锚索、桩间喷

射混凝土面板的支护方案。根据设计计算，

采用 ф800的支护桩，支护桩混凝土强度等

级为 C25，桩间距 1300mm，根据施工经验

ф800 的支护桩，采用旋挖灌注桩。根据设

计计算，预应力锚索使用 4×7ф5钢绞线，

采用一桩一锚的形式，设置为 5 排。桩间喷

射混凝土面板，采用 C20 的细石混凝土，厚

度为 80mm，挂Φ8@200mm的双向钢筋网。 

基坑支护结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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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2 基坑降水设计 

根据本工程勘察报告和基坑开挖深

度，本工程降水深度为约为 12 米，基坑涌

水量较大，且存在隔水层粉质粘土，结合沈

阳地区降水特点，本工程基坑降水采用管井

降水与入渗井相结合的方式。 

5.基坑监测与监测数据分析 

考虑到基坑的重要性，对基坑采用深

层土体位移监测、桩顶位移监测、锚索轴力

监测和基坑冻胀性监测。根据一定时间间隔

的测斜仪监测数据，得到坑壁深层土体曲线

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基坑开挖到

底时，桩顶位移达到最大值 1.2mm，为基坑

开挖深度的 0.052‰，远小于基坑边坡变形

量临界值 3‰，满足规范要求，这说明基坑

在桩锚支护作用下，水平位移在合理范围之

内，基坑边坡稳定。 

 



 

134 

图 2 

根据锚头轴力的监测数据，整理得到基坑南侧预应力锚头轴力的时程曲线，如图 3～7

所示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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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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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从图 3～7 中可以看出，张拉锁定后锚

索的预应力为设计值的 72%-79%之间不等，

在张拉锁定后有一定的预应力损失，究其原

因，锚索的锚固段所在土层发生蠕变、混凝

土面层刚度不足或锚索承压板厚度偏小、锚

索安装施工质量及维护环节薄弱等人为因

素，都会对锚索预应力有一定影响。 

同时，从锚头轴力的时程曲线中可以

看出，第一层、第二层锚索的预应力有一定

的凸起现象，这是因为在冬季土体发生冻

胀，土的摩阻力减弱，使土体抗剪强度降低，

导致支护结构分担的荷载进一步增加，因

此，此期间预应力锚杆所受拉力明显增大，

后期冬季过完，土地冻胀作用消失，锚杆拉

力值回落，继而趋于平稳。 

6.结语 

在沈阳地区，对于超深基坑的支护，

采用支护桩+预应力锚索、桩间喷射混凝土

面板的支护方案，坑壁土体水平位移在合理

范围之内，基坑边坡稳定，同时预应力锚索

承载力得到了有效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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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动态测量城市中的应用 

        ---RTK 技术与应用 

付东雪  丁立岩 

摘  要  随着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技术的不断发展，GPS 卫星定位系统转为民用后，其应用领域已渗透到我

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各种测量领域等等。特别是 GPS 实时动态差分 RTK 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完善在常规测量领域里得到

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  GPS  RTK 技术 测量 

 

一、RTK 在测量工作中的应用 

1. RTK 技术用于定位测量 

RTK 技术定位有动态定位和快速静态定

位两种测量模式。两种定位模式相结合，在

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中可以覆盖工程勘测、施

工放样、地籍测量、地形图测绘和 GIS 前端

数据采集。 

1)动态定位测量前需要在一个控制点

上静态观测数分钟(有的仪器只需2～10 s)

以进行初始化工作，之后流动站就可以按预

定的采样间隔自动进行观测，并连同基准站

的同步观测数据，实时确定采样点的空间位

置。目前，其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动

态定位模式在工程勘测阶段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可以完成地形图测绘、桩基测量、

土石方测量等工作。测量2～4 s，精度就可

以达到±(1～3)cm，且整个测量过程不需通

视，有着常规测量仪器(如全站仪)不可比拟

的优点。 

2)快速静态定位模式要求GPS接收机在

每一流动站上，静止地进行观测。在观测过

程中，同时接收基准站和卫星的同步观测数

据，实时解算整周未知数和用户站的三维坐

标，如果解算结果的变化趋于稳定，且其精

度已满足设计要求，便可以结束实时观测。

一般应用在控制测量中，如控制网加密;若

采用常规测量方法(如全站仪测量)，受客观

因素影响较大，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

实施比较困难，而采用 RTK 快速静态测量，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单点定位只需要

5～10 min(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定位时间

还会缩短)，不及静态测量所需时间的1/5，

在工程测量中可以代替全站仪完成导线测

量等控制点加密工作。2.RTK 用于控制测量 

控制测量可采用 GPS 测量方法，目前

GPS 导线测量、GPS 水准（GPS 拟合高程）测

量方法较常用。由于 RTK测量在20km 内点位

平面标称精度为±3cm，根据 GPS 控制测量

规范要求Ⅰ级导线点的点位误差为±5cm，

从理论上讲RTK测量完全可以满足Ⅰ级以下

导线点的技术规范要求。在好丽友工程放桩

RTK 测量中，我对距离基准站约7.5 km，两

个四等 GPS 控制点采用一点法进行检核比

较，结果表明平面坐标分量最大差值为1.7 

cm，高程最大差值为2.5 cm，完全符合Ⅰ级

导线点的规范精度要求。但目前的规范对利

用GPS测量进行Ⅰ级导线甚至更高精度的控

制测量，其采集数据的方法、数量等还没有

明确的规定，因此还需要用大量的实践来证

实。 

3.用于工程放样测量 

首先确定控制点及其参数的设置、坐标

系转换。把放样点的坐标存入掌上电脑 RTK

手簿中。选择地势高、无干扰、宽阔的已知

点架设基准站，设置好基准站，使接收机至

少能收到5颗以上卫星，数据链发射正常，

测量人员设置好流动站，在快速初始化完成

后可以开始作业。从 RTK手簿中读取当前存

取放样点坐标差 X、Y、Z，并以图形方式显

示出来，同时显示测量的点位精度水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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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水平达到期望值时可结束该点的放样，

操作起来比较直观、方便。采用 RTK 放样，

单人就可以作业，工作效率高、简便、精度

高、速度快、全天侯等优点。同时，作业时

不必布测常规的导线点，节省了大量的人

力，在道路条件差的地方相当方便。如在盘

锦辽宾公务员小区放桩中，该地区面积大、

桩点多，如果用全站仪放桩，速度慢而且花

费大量的人力、精度低，并且还需要布置导

线，采用RTK方法能够省去这些艰难的工作。

高程测量方面，GPS 测量的高程误差与常规

水准不同。它主要取决于拟合面与大地水准

面的符合程度。 

二、应用 RTK 作业应注意的问题 

1)坐标转换方法，如控制联测法、单点

法等所测量的点位精度不同，作业时应依据

任务要求、测区大小使用不同的方法。 

2)RTK 采用 VHF 超高频无线电波作数据

链，容易受到电信发射塔、无线电台、高压

电等干扰以及地形起伏条件的影响。因此，

基准站应尽可能远离干扰源，并位于地势高

处。 

3）观测卫星的图形强度要高。在进行

坐标解算时，所采用的卫星数越多，分布越

均匀，则 PDOP 值越小，RTK 的精确性和可靠

性越高，且初始化的时间也越短。因此，一

般情况下，在接收卫星数保持5颗以上，且

PDOP<6时，才能进行 RTK 测量。 

4）作业员的责任心要强。作业员的专

业水平、经验和责任心对 RTK 成果的精确性

和可靠性有着严重的影响。作业时，接收机

的对中、整平、天线高的量取及输入已知点

坐标、坐标转换参数及天线高等数据的任何

误差，都将影响 RTK 测量的全部坐标。因此，

要求作业员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认真严

格地按规程操作。另外，对仪器基座和测杆

上的水准器等必须定期严格校正，以避免系

统误差的影响。 

5）观测成果要注意复核。RTK 测量具有

显著的实时、快捷等优点，但其初始化（整

周模糊值）的置信度通常为95%～99%，且作

业中缺乏检核条件，个别点可能会出现粗

差。因此，为了保证 RTK的实测精度和可靠

性，作业中必须注重成果的复核。成果的复

核分为作业前复核和作业中复核。作业前复

核是指在 RTK 作业前，先在已知点上检测，

新测坐标与已知坐标较差符合要求后，才能

进行 RTK 测量；作业中复核一般是指在作业

中采用不同起算点测定部分重合点，或在同

一点上采用两次观测法观测。 

三、结束语 

RTK(Real 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差

分法,是GPS技术的发展,其基本形式是一台

基准站接收机和多台流动站接收机(含1台)

以及用于数据传输的电台，它继 GPS全球定

位技术之后，测量领域的又一次技术革命。

它改变了传统的测量模式，能够实时提供厘

米级定位精度，能够在不通视的条件下远距

离传输三维坐标。应用于城市测量中，RTK

能够快速准确地布设控制点，弥补了工作效

率低、不简便、精度低、速度慢的传统测量，

减轻由于城市高速发展而给测量人员造成

的时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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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区抽水试验计算模型 

季铁军    李视熹   赵野   张为学 

摘  要  针对沈阳市区的地层结构和渗透性，采用稳定流非完整井抽水试验，利用主孔抽水，同步观测主孔、观测孔水位下降

值（选择 2 个观测孔），水位下降段次为二次，得出的结果被基坑降水工程证明较为合理。 

关键词  稳定流非完整井、抽水试验 

 

1．序言 

在降水设计时需要准确的水文地质参

数，为取得降水设计所需水文地质参数，

需要作抽水试验。抽水试验的方法和参数

的计算模型非常多，导致计算结果千差万

别，针对沈阳市区的地层结构和渗透性，

笔者倾向采用稳定流非完整井抽水试验，

利用主孔抽水，同步观测主孔、观测孔水

位下降值（选择 2 个观测孔），水位下降段

次为二次。计算公式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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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 

K--含水层渗透系数(m/d)； 

Q—抽水孔的涌水量(m
3
/d)； 

r1—观测孔 1 到抽水井中心的距离

(m)； 

r2—观测孔 2 到抽水井中心的距离

(m)； 

S1—观测孔 1水位下降值(m)； 

S2—观测孔 2水位下降值(m)； 

S—抽水井水位下降值(m)； 

L—过滤器工作长度(m)； 

R--影响半径(m)； 

H—抽水前潜水层的厚度(m)。 

并在实际工程沈阳恒隆市府广场运

用。拟建的沈阳恒隆市府广场地下为四层，

地上为超高层，占地面积约 92000m
2
，周长

1200m，由于在地下室施工时需进行基坑开

挖，开挖深度最深处达-27m（±0.00比自

然地面高 0.8m），因场地内地下水位较高

（现地下水位埋深为-18.14m），为保证施

工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基坑开挖时需进行

施工降水。由于该项降水工程降水区面积

较大，水位降至深度较深，因而在降水设

计时需要取得准确的水文地质参数，以便

进行降水设计。为取得降水设计所需水文

地质参数，采用稳定流非完整井抽水试验。 

2．场地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施工场地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广场

南侧，四周范围为东至斗姆宫东巷，西至

青年大街，北至小西路，场地内西北侧护

坡桩已施工完毕，基坑已开挖至-14.5m。

根据前期岩土工程勘察资料确定，场地内

主要地层由上至下为： 

1、杂填土：杂色，主要成分为粘性土、

炉渣、碎砖、碎石及水泥块等，稍湿～饱

和，结构松散，层厚 1.30～4.50m； 

2、粉质粘土：褐色～黄褐色，可塑，

饱和，层厚 0.2～2.8m； 

3、粗  砂：褐黄色，主要成分以长石、

石英为主，粒径均匀，中密～密实，很湿，

局部有粉质粘土夹层，层厚 0.2～6.2m； 

4、砾  砂：褐黄色，主要成分以长石、

石英为主，中密、很湿，局部有粉质粘土

夹层，该层厚度 0.7～9.0m； 

5、圆  砾：以火成岩为主，呈亚园形～

园形，磨园度较好，颗径大小不均，一般

颗径 2～20mm，局部有粗砂、粉质粘土夹

层，层厚 0.6～14.10m； 

6、砾  砂：褐黄色，主要成分为石英、

长石为主，混粒结构，中密，饱和，层厚

0.60～6.70m； 

7、圆  砾：以火成岩为主，呈亚园形～

园形，磨园度较好，颗径大小不均，一般

颗径 2～20mm，最大粒径 100mm，中密，局

部粉质粘土夹层，层厚 0.6～4.80m； 

8、粗  砂：橙黄色～褐黄色，主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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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长石、石英为主，粒径均匀，很密实，

饱和，局部有粉质粘土夹层，层厚 0.3～

10.4m。 

场地地下水属第四系孔隙潜水，其补

给主要为大气降水，排泄以地下径流为主，

含水层主要为粗砂、砾砂及圆砾层，地下

水位埋深约 10m 左右。由于地铁二号线降

水，现实测地下水位埋深为-18.14m（以±

0.00 起算）。 

3．抽水试验工作 

3.1 试验孔的布置 

现场地已挖至-14.5m，基坑上部自然

地面已完成部分降水井，其井深 36m，井

径为Φ470，过滤器采用钢筋骨架缠丝包网

式，井壁管为加筋水泥管；现基坑底部

（-14.5m）所完成的部分降水井，其井深

为 26m，井径、过滤器结构及井管壁同上，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如果采用基坑下部

降水井进行抽水试验排水较为困难，另外

由于降水井施工时注水必然对抽水试验造

成影响，因此确定采用基坑上部降水井作

为抽水试验孔，在抽水试验时可将水排入

已铺设完成排水管线中，试验孔可选择远

离注入地点。试验点位置见下表： 

表 1 

试验

点号 
x y 

H(绝对

标高) 
备注 

75
#
 29454.945 35371.979 46.139 

测点

46.394 

76
#
 29467.388 35375.112 46.024  

77
#
 29478.414 35378.515 45.930  

3.2 抽水试验 

（1） 抽水试验工具 

选择 300QJ160-30 型深井潜水泵进行

抽水，水泵下至深度 28m，流量测定采用 6

吋旋翼式水表，水位测量采用 MF-47D电测

水位计，流量的控制采用蝶阀，抽水试验

排水采用 6 吋钢管，通过钢管将水排入已

铺设完成的Φ930 管线中。 

（2） 抽水试验方式 

本次抽水试验采用稳定流抽水试验，

利用主孔抽水，同步观测主孔、观测孔水

位下降值（选择 2 个观测孔），水位下降段

次为二次。 

（3） 抽水试验工作内容 

抽水试验期间观测的主要工作为水

位、流量，在抽水工作前先观测静水位 3

次，间隔为 60min，在水位变化较大时，

要延长观测时间，以了解水位动态变化规

律，然后正式进行试验工作。静水位测试

结果见下表： 

表 2 

试验

点号 

水深（米） 标高 

第一

次 

第二次 第三

次 

平均值  

75
#
 

18.65

0 

18.648 18.65

0 

18.649 27.745 

76
#
 

18.22

6 

18.220 18.22

0 

18.222 27.802 

77
#
 

18.10

0 

18.105 18.10

4 

18.103 27.827 

抽水试验开始后水位水量观测时间

按间隔 1、1、1、1、1、3、3、3、3、3、

5、5、5、5、5、10、10、10、30、30、30min，

以后每隔 60min 测定一次。 

抽水试验的稳定标准应符合在抽水

稳定延续时间内，抽水孔出水量和动水位

与时间关系曲线只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且

没有持续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其中，水位

下降第一段次持续时间为10小时45分钟，

第二段次持续时间为 17 小时 45 分钟。水

温为 15
0
 C。 

（4） 抽水试验测量精度 

水位观测应读到厘米，流量观测精度

0.1m
3
，温度观测精度不大于 1 度。 

4．结果 

1 抽水试验：试验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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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整理 

按潜水非完整井多孔公式进行渗透

系数、影响半径计算，结果见表 3、附表 4。 

表 3 

 

 

 

 

 

 

 

 

 

 

 

 

 

表 3 中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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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分别取 15.175m、13.315m，r2=24.362m，r1=12.831m。 

 

表 4 

 

 

 

 

 

 

 

 

 

表 4 中的影响半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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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水 层 厚 度 H=26.7m ， r2=24.362m ，

r1=12.831m 

该处抽水试验结果:含水层混合渗透系数采

用 107.1m/d。 

5．结论 

1 沈阳市区潜水隔水底板全风化的砂

砾岩（俗称泥包砾）在地面下约 45 米，抽

水井深度一般不会进入该层，因此为非完整

井，水文地质参数宜用非完整井计算模型。 

2 采用稳定流非完整井抽水试验，利用

主孔抽水，同步观测主孔、观测孔水位下降

值（选择 2 个观测孔），水位下降段次为二

次。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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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水时间 
累计 

时间 
水位

降深

S1(m) 

水位

降深

S2(m) 

涌水量

Q(m
3
/h) 

单位涌水量

q( m
3
/h.m) 

渗透 

系数

k(m/d) 日期 时 分 
小

时 
分 

1 
11.2 

11.2 

10 

21 

33 

18 
10 45 0.482 0.367 97.7 40.2 108.3 

2 
11.2 

11.3 

21 

15 

22 

7 
17 45 0.943 0.760 160.0 37.3 105.9 

序

号 

抽水时间 
累计 

时间 水位降

深S(m) 

水位降

深

S1(m) 

水位降

深

S2(m) 

涌水量

Q(m
3
/h) 

影响 

半径

R(m) 日期 时 分 小时 分 

1 
11.2 

11.2 

10 

21 

33 

18 
10 45 2.431 0.482 0.367 97.7 192 

2 
11.2 

11.3 

21 

15 

22 

7 
17 45 4.291 0.943 0.760 160.0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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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试验中几个常见的问题 

李慧 孙光武 

摘  要  土工试验是岩土工程勘察的重要环节，土工试验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岩土工工程勘察的准确性。本文主要论述了土工试

验中常见的问题及其处理措施，对提高土工试验质量有很大帮助。 

关键词  土工试验  问题  处理措施 

 
1、引言 

常规土工试验测定的主要物性指标有

比重、密度、天然含水量、液限含水量、塑

限含水量等，主要力学指标有抗剪强度、压

缩系数、压缩模量等。这些指标都将为勘察

报告的编写提供各种重要数据。但由于土体

自身具有碎散性加上土层的不均匀性，加上

勘察现场在取样、保存和运输过程中对原状

土的扰动，以及试验仪器、操作方法的差异，

使得土工试验测试的结果存在很多问题，对

岩土工程勘察的准确评价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影响。因此，研究土工试验中应注意的问

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土的物性试验及试验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2.1 土的天然含水量试验 

土的比重、含水量、密度是土的三项最

基本的物理性质指标，他们是换算土的干密

度、孔隙比、孔隙度、饱和度等指标基础数

据。这三项指标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到

土的其他物性指标的正确性，同时也将对土

的其他一系列力学指标的正确测算造成影

响。因此试验室准确测定这三项指标有着重

要的意义。 

在这三项基本物理性质指标中，影响天

然含水量正确测定的外部因素有很多，比如

野外的不规范取样，土样在运输及存放期间

保护不当造成原状样水分流失等，都会影响

成果的准确度。所以要求野外人员取样、运

输、保管样品规范化，并且每个土样的含水

量都不同，试验人员应注意取样的代表性及

均匀性，及时装盒加盖最大程度避免水分的

损失，准确测出这一指标。若为连续试验，

要求在每次称重前都要先称取盒重，避免土

样盒在使用中可能因未洗净或受到一定腐

蚀而造成质量误差。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规

范，加做平行试验，正确测定土的天然含水

量。 

2.2 土的密度试验 

土的密度主要取决于土粒的矿物成分、

孔隙比和孔隙率的大小，标志着土质量的密

实程度，是判定土的工程性质、计算土压力、

土体稳定及地基压缩时的沉降量等的重要

指标。土的密度试验又称土的容重试验该项

试验需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打开土皮时，动作要尽量轻一

些，以免对原状土造成额外扰动，影响

试验数据的准确性。 

2、 在压入环刀时，确保环刀水

平，使试样充分充填环刀，不出现空隙。

对一些碎散性强的土要正确进行补土，

保证环刀的取土质量。 

将土样取入环刀后，需用专门的刮土刀

整平环刀两端土样。切记直接用切土刀刮

平，这种做法会因切土刀刃口长期使用磨损

变形，而使测得的土样密度偏大或是偏小，

间接增加了工程的安全隐患，是一种错误的

操作方法。因此对试验人员从一开始就应当

规范要求，按规范操作正确求得土的密度。 

2.3 土的比重试验 

土粒的比重相对于土的含水量和密度

来讲是一个较稳定的值，是换算孔隙比、孔

隙率、饱和度等的重要指标。它的数值一般

在2．6～2．8之间，比重的大小与其所含矿

物、粒度成分等有关比如含有机质较多时比

重就较小。室内比重的测定过程较含水量和

密度的测定要麻烦的多，而土的比重又具有

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地区同一种土质的土样

的比重差别不大），现在许多单位都是根据

本地经验，直接采用r比系的经验值，省略

了比重值的室内测定环节。要减少误差，建

议室内收集整理本地区的相关经验数据，建

立和本地区各类土相对应的比重值表供试

验人员选用。当然对于重大工程和特殊性土

（如土的有机质含量大于10％，）的土工试

验，应对土样进行实测，才能真实反映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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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性，使成果的正确率达到100%。 

2.4 土的液限含水量试验 

目前测定土的液塑限含水量的方法主

要有锥式液限仪测定法和液塑限联合测定

仪法，液塑限的测定主要有一下几种情况是

值得我们注意和避免的， 

1、不同的实验员因测试手法不同而测

出不同的试验数据； 

2、因调土不均匀而造成所测实验数据

不能反映土的真实性质； 

3、使用磨损严重不符合标准的圆锥仪，

得出错误的液限值。 

针对以上的情况要求我们的实验员必

须严格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试验，充分搅拌

调试土样，测定前要确保液限锥的重量符合

标准规定，最大程度减小人为误差。 

2.5 土的塑限含水量试验 

搓条法目前仍然是试验室测定土的塑

限含水量的常用方法，搓条法简单易于操

作，但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对低塑性土更为

明显。有的单位，不直接测定，而利用液、

塑限之间的相关公式计算出塑限值。如果这

种间接计算塑限值是限定在有大量对比资

料基础上的话，其误差还能事先估计，问题

在于将这种计算盲目扩大，套用失控，使测

试成果严重失真，就会给后续工作带来无法

估量的损失。因此要想测出最真实的数据，

提高工程的安全系数，必须提高试验人员的

专业操作能力，并且按照相应的规范严格执

行。另外，工程地质手册上明确提出粉土是

粒径大于0．075 mm的颗粒，质量不超过总

质量的50％，且塑性指数小于或等于10的

土。在实际试验工作中，由于粘粒的颗分试

验较复杂，大多数实验室仅按塑性指数不大

于10来定名粉土的做法不全面的。正确定名

粉土，利用密度计法或者移液管法正确测定

粘粒含量在工程上是很有必要的。 

3. 土的力学性试验及试验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3.1 固结试验 

固结试验主要用于测定饱和土的压缩

系数、体积压缩系数、压缩模量、压缩指数、

回弹指数、先期固结压力、固结系数和次固

结系数等。现在除了一些特殊工程要求在现

场完成该试验外，固结试验主要在室内完

成。目前，固结试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GB/T 

50123-1999土工试验方法标准所推荐的试

验方法，试验过程中计时比较繁琐，历时较

长，并没有将一小时快速法列入固结试验标

准。为缩短试验时间，现在大多数单位才去

的试验方法是当黏性土最大固结压力小于

400 kPa时，可用一小时加荷一级的快速法，

同时采用综合同结度校正。然而，有些单位

在最大固结压力大于400 kPa时，仍采用一

小时加荷一级的快速法，未按标准规定的加

压时间进行试验也没用次固结增量法校正

快速法带来的试验误差。这样务必会增大实

验误差，是对实验结果一种很不负责的行

为。 

3.2 直接剪切试验 

直接剪切试验室是利用盒式剪切仪，在

试样上施加竖向压力，直接测定总抗剪强度

指标的一种方法，它是最古老却又最简单的

试验方法，适用于砂土及渗透系数

k<10
-6
cm/s的粘土，不适于测定软粘土的不

排水剪强度。抗剪强度是指土体抵抗剪切破

坏的极限能力，是土的重要力学指标之一。

是计算承载力，评价地基、基坑稳定性以及

计算挡土墙上土压力时的重要参考指标，因

此正确地测定土的抗剪强度在工程上具有

重要意义。室内测定抗剪强度的试验方法主

要有直接剪切试验、三轴压缩试验和无侧限

抗压强度试验等。就直接剪切试验而言，虽

然试验结果受仪器结构的限制，存在很多，

但由于直接剪切试验是最早使用的测定抗

剪强度的方法，其在生产实践中已积累了大

量的专业经验，所以还是被一般工程广泛应

用。本文就直接剪切试验提出以下几点常见

问题： 

直接剪切试验受力条件复杂(如发生剪

切位移时法向加荷由最初轴心受压变为偏

心受压，剪切破坏面人为控制)，排水条件

不易控制，按GB／T50123—1999《土工试验

方法标准》第18条规定快剪试验一般适用于

渗透系数小于10
-6
 cm／s的细粒土。而粉土

和粉质粘土的渗透系数一般都大于10 
-5
cm／

s，用直接剪切试验已实属勉强，室内的直

接剪切试验发现四级荷载条件下粉土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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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粘土基本上没有峰值强度出现，大部分土

样的剪切位移都要达到6mm左右，有的四级

荷载的分级指标根本不能画出剪切曲线，剪

切强度指标和土样的物性指标不相符，剪切

强度指标仅能作为参考。有的满足渗透系数

要求的软弱土，由于它的液性指数太高，有

的已经达到了流塑状态，当加上三四级荷载

时会发生土样被挤淌的情况，导致试验无法

正常进行。虽然直接剪切试验有很多优点，

但是他并不太适合粉土、粉质粘土以及软弱

土的抗剪强度测定，因此对以上几种土做直

接剪切试验时，要根据不同的土质特点明确

加荷条件、根据工程要求控制剪切速率。为

防较软的土样因加压而挤淌的情况发生，对

土质松软的土样，要分次轻轻施加垂直压

力。在资料整理时应参照土样的物性指标用

作图法或最小二乘法求出C，φ值。 

3.3 三轴剪切试验 

三轴剪切试验是测试土体抗剪强度的

一种较精准的试验，其原理是首先为土样模

拟一个天然受力环境，然后进行剪切试验测

定土的粘聚力以及摩擦角。国家《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规定，甲

级建筑物应采用三轴压缩试验，对于其他等

级的建筑物，如为可塑状粘性土与饱和度不

大于0.5的粉土时，可采用直剪试验。三轴

剪切试验克服了直接剪切试验的以下缺点： 

1、土样在试验中不能严格控制排水条

件，无法量测孔隙水压力，也就无法计算有

效应力。 

2、确保土样的剪切面是其弱面。 

3、解决了试样中应力状态复杂，仍按

应力均布计算的问题。 

4、试样发生剪切后，土样在上下盒之

间错位，仍按初始土样面积计算。 

但是三轴剪切试验，试样制备繁琐，操

作过程复杂，有的试验人员为了方便快捷，

没有严格按照试验操作规程进行试验，另外

应根据土的软硬程度正确选用剪切速率，使

试验数据更接近土样的天然受力状态。为给

施工设计工作提供更加精准的参考数据，要

求试验员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学习试验操

作规程，并严格执行，争取将人为误差将为

零。 

4. 提高土工试验成果的措施 

1、定期组织试验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试验操作规程，提高试验员的相关专

业素养，确保操作人员持证上岗。 

2、建立健全各项土工试验规章制度，

规范各项试验的基本操作规程。 

3、定期对试验仪器进行保养及检测。

应及时淘汰、更新、检修已报废的不符合试

验标准的仪器设备。 

4、聘任具有较高文化及业务水平、富

有专业实际经验的技术骨干指导试验工作，

并检查督促试验人员严格遵守国标及规程，

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审核审定试验成果

报告。 

5. 结语 

土工试验是岩土工程勘察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试验成果为土质分类定名以及划分

地层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也为工程设计和

施工提供了重要的数值参考依据。所以试验

成果的准确度直接影响着工程质量，保证实

验成果的准确度为避免工程灾害的发生至

关重要，其次它也会影响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方案，对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也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从各个方面来讲试验本身应当受

到高度重视，从根本上杜绝各种质量隐患，

保证土工试验成果的正确率达到100%，为工

程设计施工提供最为正确真实可靠地参考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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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环注水试验及应用 

李峥   杨帆   赵野   张为学  杜金澎 

摘  要  在填料为砾砂、中粗砂的强夯地基上作尺寸大小不一的单环注水试验，求得渗透系数，并通过计算确认该地基上不会

有积水。 

关键词  单环注水试验、渗透系数 

1.序  言 

华晨宝马第二新工厂地基为强夯地

基，先把表层承载力较差的粘性土挖除，

直到下部承载力较好的中砂层，再用砾砂、

中 粗 砂 回 填 至 顶 标 高 ， 用 夯 击 能

3000kN·m 强夯。由于建设周期较长，考

虑下雨现场会有积水，原设计有众多的临

时排水系统。笔者建议作现场单环注水试

验，取消临时排水系统。 

2.单环注水试验 

  本次单环注水试验分小尺寸单环注水试

验和大尺寸单环注水试验。 

2．1 小尺寸单环注水试验 

2.1.1 在地面下挖深约 0.3 米，直径约

0.3~0.5 米的坑，坑底应修平； 

2.1.2 放入铁环（直径分别为 0.3 米、0.5

米，高 0.2 米，使其与试坑底紧密接触，

在其外部用粘土填实确保四周不漏水）； 

2.1.3 向试坑内注水，待坑内水头高度达到

0.1 米时，试验即正式开始，记录时间和流

入的水量； 

2.1.4 试验开始后，按 5min、10 min、15 min、

20 min、30 min 的时间间隔测记渗水量，

以后每隔 30 min 测记 1 次，直至试验终止

（当每隔 30 min 观测 1 次的流量与最后 2

小时内平均流量之差不大于 10%时，即可

视为稳定）。 

2.1.5 计算 

  按 k=Q/A 计算，其中 k 为渗透系数，Q

为稳定流量，A 为渗透面积，计算结果见

下表。 

表 1 

间隔（分钟） 水量（mL） 日水量（立方米/日） 渗透直径（米） 渗透面积（平方米） 渗透系数（米/日） 

5 4000 1.152 0.3 0.07065 16.30573248 

10 5000 0.72 0.3 0.07065 10.1910828 

15 7000 0.672 0.3 0.07065 9.511677282 

20 8000 0.576 0.3 0.07065 8.152866242 

30 12000 0.576 0.3 0.07065 8.152866242 

30 12000 0.576 0.3 0.07065 8.152866242 

30 12000 0.576 0.3 0.07065 8.152866242 

 

表 2 

间隔（分钟） 水量（mL） 日水量（立方米/日） 渗透直径（米） 渗透面积（平方米） 渗透系数（米/日） 

5 4000 1.152 0.3 0.07065 16.30573248 

10 6000 0.864 0.3 0.07065 12.22929936 

15 9000 0.864 0.3 0.07065 12.22929936 

20 9600 0.6912 0.3 0.07065 9.78343949 

30 13000 0.624 0.3 0.07065 8.832271762 

30 13000 0.624 0.3 0.07065 8.832271762 

30 13000 0.624 0.3 0.07065 8.83227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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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间隔（分钟） 水量（mL） 日水量（立方米/日） 渗透直径（米） 渗透面积（平方米） 渗透系数（米/日） 

5 12000 3.456 0.5 0.19625 17.61019108 

10 20000 2.88 0.5 0.19625 14.67515924 

15 22000 2.112 0.5 0.19625 10.76178344 

20 26000 1.872 0.5 0.19625 9.538853503 

30 38000 1.824 0.5 0.19625 9.294267516 

30 38000 1.824 0.5 0.19625 9.294267516 

30 38000 1.824 0.5 0.19625 9.294267516 

表 4 

间隔（分钟） 水量（mL） 日水量（立方米/日） 渗透直径（米） 渗透面积（平方米） 渗透系数（米/日） 

5 5000 1.44 0.3 0.07065 20.38216561 

10 10000 1.44 0.3 0.07065 20.38216561 

15 11000 1.056 0.3 0.07065 14.94692144 

20 15000 1.08 0.3 0.07065 15.2866242 

30 15000 0.72 0.3 0.07065 10.1910828 

30 15000 0.72 0.3 0.07065 10.1910828 

30 15000 0.72 0.3 0.07065 10.1910828 

2.1.6 结论：四个试验点平均值为 9.1m/日。 

2．2 大尺寸单环注水试验 

2.2.1 在地面上放置不透水木框，坑底应修平； 

2.2.2 木框为正方形，长宽均为 5 米，高 0.2 米，

使其与试坑底紧密接触，在其外部用粘土填实

确保四周不漏水）； 

2.2.3 用两台水车同时向试坑内注水，待坑内水

头高度达到 0.1 米时，试验即正式开始，停止

注水，直到水头为 0 米，记录时间为 18 分钟，。 

2.2.4 计算 

  按k=q/A=Q/(At) =5米×5米×0.1米/(5米×

5 米×18 分钟) =60×24×0.1 米/(18 日) =8 米/

日，其中 k 为渗透系数，q 为稳定流量，A 为

渗透面积，Q 为水的体积，t 为渗透时间。 

2.2.5 结论：渗透系数为 8m/日。 

3  从地基角度看雨水对该地基的影响效果 

3.1 地层储水能力 

根据定义：特大暴雨是 250mm/小时。 

沈阳年均降水量 750~850mm/年，最大日

降水量为 460 mm/日。 

宝马地块回填中粗砂和砾砂孔隙率约为

40%，仅取 1m×1m×1m 砾砂层分析，则孔隙

高度 h=400mm，实际中粗砂和砾砂层厚约 6

米，6×400mm=2400mm，沈阳尚未发生

2400mm 的集中降雨量。另外，回填砾砂层底

为透水性良好的中砂和砾砂，均可储存水，可

见宝马地块地下地层储水能力是远大于降水

的入渗量的。 

3.2 降水下渗速度 

取1m×1m×1m砾砂分析，横截面A=1m
2
, 

假设沈阳年均降水量 850mm/年集中在 1 日，

则Q=0.85 m
3
/日, 入渗速度 v= Q/A=0.85 m/日

＜＜8 m/日（由渗透试验确定）；  

3.3  15 分钟水排量 

460 mm/日=460 m m/24 小时=19.2 m m/小

时=4.8 m m/15分钟＜＜8 m/日=83.3 m m/15分

钟。即雨水随时能垂直渗透排出，地面不会有

积水。 

综合以上分析，宝马地块地层渗透能力及

储水能力均大于降水强度，地面不会有积水。    

德方工程师采纳笔者建议，取消临时排水系

统。节省工程造价约 4 千万元，大大缩短工期。 

4.结论 

4.1 单环注水试验结果表明：用夯击能

3000kN·m 强夯砾砂、中粗砂层，其渗透系数

约为 8~9m/日。 

4.2 用夯击能 3000kN·m 强夯砾砂、中粗砂层，

地面不会有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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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式预制方桩桩体位移测试研究 

王祥民  曾庆辉 王晓辉 

摘  要   我国许多沿海城市的地基条件不是很理想，淤泥等软土成为这些城市不得不面对的地基条件。软土的主

要特征是含水量高、孔隙比大、压缩性高、强度低、渗透性差。在这样的地基条件下沉桩，挤土效应是比

较严重的，由此引发的工程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对含超厚淤泥层建筑地基沉桩挤土效应的研究是非常必

要的。 
关键词    径向位移量  轴向位移量  上浮量 

1 桩体位移监测方案 

1.1．监测目的 

本工程采用柴油锤打桩机进行沉桩，由

于在软土地区沉桩时，由于预制桩桩体被打

入时会引起其周围土体发生一定的变形从

而使已打入的预制桩桩体发生一定的位移

和上浮，为判定其影响程度，故需做桩体位

移及沉降监测。 

1.2．观测点的埋设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变形测量规程》

(JGJ/T8-2007)结合本工程打入式预制桩的

施工情况，在桩顶预先埋设棱镜连接件。 

1.3．监测内容 

对各预制桩顶部进行精密水准测量，从

而获得预制桩顶部高程，根据高程的变化来

判断其沉降量。 

2 沉桩监测结果 

E-9 号楼处于基坑中心位置，共需打入

124 根预制方桩。桩径分三种类型，直径分

别为 500、600、700mm。现将测量数据进行

整理，以便分析最后打入的预制桩(本文亦

称其为中心预制桩)对已打入的预制桩(本

文亦称其为目标预制桩)的影响，从而寻找

其存在的规律性。 

表 2.1至表 2.10为最后打入 11根桩径

为 700mm 的预制方桩后，对其所在纵列(下

文称为 Y 轴)已打入预制方桩进行测量后得

到的测量数据汇总表。 

说明：9-37 列桩表示 E-9号楼桩基平面

布置图中 9-37 号预制桩所在纵轴其他已打

入的预制桩。下文中的 9-X 列桩意义与其相

同。 

表2.1及以下列表中的径向偏移量是指

两点间的距离；与 Y 轴夹角是指两点间的连

线与 Y 轴夹角(若表中夹角正，表示目标预

制桩沿 Y 轴逆时针方向运动，若为负，表示

沿 Y 轴顺时针方向运动)；沿 Y 轴位移、沿 X

轴位移分别指两点间连线在 Y、X 轴上的投

影长度；桩体上浮量表示前后桩体高程之

差，若为正，表示桩体上浮，若为负，表示

桩体下沉；对于无测量数据的桩号，表中显

示“无”。 

表 2.1 9-37 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

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

（mm） 

9-3

8 
600 23.7 

-28.7

8 
20.8 -11.4 17.8 

9-3

9 
500 23.1 

-23.4

8 
21.2 -9.2 3.6 

9-4

0 
600 33.1 

131.9

1 
-22.1 24.6 0.8 

表2.2 9-57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

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

（mm） 

9-5

4 
600 30.7 

-20.9

8 
28.7 -11.0 -4 

9-5

5 
500 46.1 

-19.8

0 
43. 4 -15.6 6.2 

9-5

6 
600 51.5 

120.1

2 
-25.8 44.6 12.8 

表2.3 9-68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

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

（mm） 

9-6

9 
600 无 无 无 无 无 

9-7

0 
500 41.3 -2.46 41.2 -1.8 33.2 

9-7

1 
600 37.1 -27.1 32.9 -16.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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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9-77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

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

（mm） 

9-7

2 
600 49.1 

-18.9

7 
46.4 -15.9 11.0 

9-7

3 
500 46.0 

-11.1

0 
45.1 -8.8 24.6 

9-7

4 
500 53.6 -6.27 53.3 -5.8 41.6 

9-7

5 
500 57.7 5.32 57.5 5.3 57.0 

9-7

6 
500 无 无 无 无 无 

 

表2.5 9-89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

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

（mm） 

9-9

0 
600 45.4 20.69 42.5 16.0 147.4 

9-9

1 
500 31.3 7.26 31.0 3.9 102.2 

9-9

2 
500 71.5 -8.13 70.7 -10.1 68.8 

9-9

3 
500 54.8 

-14.9

9 
52.8 -14.2 47.6 

9-9

4 
600 45.6 

-13.3

4 
44.3 -10.5 26.2 

9-9

5 
500 55.6 

-21.0

6 
51.9 -19.9 31.2 

9-9

6 
500 52.4 

-10.2

6 
51.6 -9.3 50.0 

9-9

7 
500 48.4 0.96 48.3 0.8 67.6 

 

表2.6 9-88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

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

（mm） 

9-8

5 
600 33.2 

-25.1

3 
30.0 -14.1 16.4 

9-8

6 
500 37.9 -9.68 37.4 -6.4 22.2 

9-8

7 
600 46.3 2.09 46.2 1.7 22.8 

 

表2.7 9-98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

（mm） 

9-99 600 46.0 -8.3 45.5 -6.6 96.6 

9-10

0 
500 45.2 -5.3 44.9 -4.2 52.4 

9-10

1 
600 49.0 -13.6 47.5 -11.5 33.8 

 

表2.8 9-107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mm 

9-10

2 
500 无 无 无 无 无 

9-10

3 
500 45.2 

-13.7

0 
43.9 -10.7 47.8 

9-10

4 
500 38.0 

-18.3

2 
36.0 -11.9 63.4 

9-10

5 
500 49.7 2.10 49.6 1.8 86.2 

9-10

6 
500 52.5 11.02 51.4 10.0 

131.

0 

9-10

8 
500 46.3 -3.55 46.2 -2.8 

149.

4 

9-11

0 
500 57.9 16.55 55.5 16.5 81.8 

9-11

1 
500 52.3 -2.97 52.2 -2.7 64.8 

9-11

2 
500 87.0 4.85 86.7 7.4 43.6 

9-11

4 
500 48.3 -21.9 44.8 -18.0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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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 9-119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

（mm） 

9-12

0 
600 35.4 10.66 34.8 6.5 67.6 

9-12

1 
600 44.4 17.45 42.3 13.3 53.0 

9-12

2 
600 47.0 6.65 46.6 5.4 41.2 

9-12

3 
600 49.3 

-10.1

8 
48.5 -8.7 37.2 

9-12

4 
600 44.7 -9.36 44.1 -7.2 37.6 

 

表2.9 9-117列桩测量数据汇总表 

桩号 

桩

径 

(mm

) 

径向

偏移

量

（mm） 

与Y轴

夹角

（度） 

沿Y轴

位移

（mm） 

沿X轴

位移

（mm） 

桩体

上浮

量

（mm） 

9-11

5 
600 27.5 

-23.2

5 
25.3 -10.8 18.0 

9-11 500 31.6 -10.4 31.0 -5.7 13.2 

6 6 

3 不同位置处桩体位移量和上浮量分析 

量取各目标预制桩至中心预制桩的距

离，结合表 2.1 至表 2.10 中的测量数据，

分别绘制每列目标预制桩至中心预制桩桩

间距离和桩体径向位移量曲线图；每列目标

预制桩至中心预制桩桩间距离和桩体轴向

位移量曲线图；每列目标预制桩至中心预制

桩桩间距离和桩体上浮量曲线图。 

3.1 距中心预制桩不同桩距时桩体径向位

移量分析 

图 2.5至图 2.9是多组同一纵列上至中

心预制桩不同桩距时桩体径向位移量曲线

图。 

为了更好地寻找出桩中心间距离与桩

体径向位移量间的关系，采用去尾平均值、

平均值、中值三种方法对 9-37 列桩、9-57

列桩、9-68 列桩、9-88 列桩和 9-98 列桩数

据进行处理，依次得到 9-去尾平均值、9-平

均值、9-中值三列数据。同时，对其中的两

列数据进行了对数曲线拟合。图中的对数(9-

平均值)即是对 9-平均值进行的对数曲线拟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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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经处理后9-37至9-98等五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径向位移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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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9-77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径向位移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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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9-89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径向位移量曲线图 

由于 9-89 号中心预制桩在 9-92 号至 9-94 号目标预制桩所在的列和 9-95 号至 9-97 号

目标预制桩所在的列之间，为了便于叙述，依次命名为左列和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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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9-107左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径向位移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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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9-119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径向位移量曲线图 

由图 2.5 至图 2.9 可知： 

当中心预制桩与已打入的目标预制桩处于同一直线上或接近于同一直线上时，随着目标

预制桩与中心预制桩桩间距离的增大，目标预制桩桩体径向位移整体上呈对数曲线形式递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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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轴线上的各目标预制桩不仅受其轴线上中心预制桩的影响，还受到垂直其轴线并与

其存在一定距离其他中心预制桩的影响。受此影响后，各目标预制桩体径向位移量呈三次多

项式形式变化。 

3.2 距中心预制桩不同桩距时桩体轴向位移量分析 

图2.10至图2.15是关于多组同一纵列上至中心预制桩不同桩距时桩体轴向位移量的曲

线图。 

将 9-37 列桩、9-57 列桩、9-68 列桩、9-88 列桩和 9-98 列桩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到

去尾平均值、平均值、中指等数据。考虑到以上五列目标预制桩中，每列都存在一个桩径为

500mm 的目标预制桩，为此，尝试将上图中桩中心间距离为 8.70m 所对应的轴向位移量乘以

桩径比(即 5/6)，以便探索桩径对轴向位移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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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经处理后9-37至9-98等五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轴向位移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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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考虑桩径后9-37至9-98等五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轴向位移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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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9-77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轴向位移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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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9-89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轴向位移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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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9-107左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轴向位移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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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9-119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轴向位移量曲线图 

由图 2.10 至图 2.15 可知： 

当同一轴线上存在某根桩径偏小的目标预制桩时，如果将其轴向位移量测试值乘以桩径

比(本桩桩径/其他目标预制桩桩径)后，则同一轴线上各目标预制桩轴向位移量与各目标预

制桩距中心预制桩的距离可以较理想地遵循对数函数关系。随着目标预制桩与中心预制桩桩

距的增大，其轴向位移量呈对数曲线形式递减。 

同一轴线上各目标预制桩不仅受其同一轴线上边缘中心预制桩的影响，还受到垂直其轴

线并与其存在一定距离其他中心预制桩的影响。受此影响后，各目标预制桩体径向位移量呈

三次多项式形式变化。 

3.3 距中心预制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分析 

图 2.16 至图 2.26 是关于多组同一纵列上至中心预制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的曲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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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经处理后9-37至9-98等五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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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考虑桩径后9-37至9-98等五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曲线图 

对 9-37 列桩、9-57 列桩、9-68 列桩、9-88 列桩和 9-98 列桩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到

去尾平均值、平均值、中指等数据，考虑到以上五列目标预制桩中，每列都存在一个桩径为

500mm 的目标预制桩，为此，尝试将上图中桩中心间距离为 8.70m 所对应的桩体上浮量乘以

桩径比的平方(即 25/36)，以便探寻桩径对桩体上浮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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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9-77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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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考虑桩径后9-77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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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9-89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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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9-107左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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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9-107右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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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9-119列桩不同桩距时桩体上浮量曲线图 

由图 2.16 至图 2.23 可知： 

几乎所有的目标预制桩桩体呈上浮趋

势，各目标预制桩随距离中心预制桩距离的

增大，其上浮量呈递减趋势。当各目标预制

桩仅受同轴线边缘中心预制桩影响时，其上

浮量和各目标预制桩距中心预制桩的距离

较理想地呈对数函数关系；当同轴线上各目

标预制桩既受同轴线边缘中心预制桩影响，

又受垂直于轴线上其他目标预制桩影响时，

二者呈三次多项式关系。 

当同一轴线上存在某根桩径偏小的目

标预制桩时，如果将其上浮量乘以桩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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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桩桩径/其他目标预制桩桩径)的平方

后，该列目标预制桩上浮量与各目标预制桩

距中心预制桩的距离较理想地遵循对数函

数关系。 

4 结论 

通过对辽宁沿海某一高档住宅小区中

E-9 号楼最后一批打入的直径为 700mm 预制

方桩引起周围同一纵轴线上其他已打入预

制方桩桩体位移量、上浮量的测试分析可以

得知： 

4.1 在含有超厚淤泥层建筑地基上打入

预制方桩时，当与各目标预制桩处于同一纵

轴线上且处于最边缘的中心预制桩最后打

入后，随着目标预制桩与中心预制桩桩距的

增大，桩体径向位移量、轴向位移量和上浮

量均呈对数形式递减。函数关系式依次为

7.7 lg 55y x   ； 3.7lg 41y x    ；

17.2lg 51y x    (式中 x 为目标预制方

桩至中心预制桩的距离，单位为米；y 为求

得的径向位移量，单位为毫米)。 

4.2 当同一纵轴线上存在某根桩径偏小

的目标预制桩时，如果将按结论(1)中的函

数关系求得的轴向位移量、上浮量分别乘以

桩径比(其他目标预制桩桩径/本桩桩径)和

桩径比的平方后，则其轴向位移量、上浮量

将与测试值较接近。 

4.3 经过对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可知：约

94％的目标预制桩桩体出现上浮；约 97％的

目标预制桩桩体轴向位移量为正值(沿轴向

远离中心预制桩)；约 74％的目标预制桩桩

体偏移角度绝对值小于 20 度。所有被监测

的目标预制桩中，最大桩体上浮量为 14.9

厘米；最大径向位移量为 8.7 厘米。因此，

含超厚淤泥层建筑地基沉桩挤土效应的影

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沉桩过程中，实施桩基

信息化施工技术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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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施工企业工程造价管理 

陈立敏   姜 闯 

摘 要   工程造价管理是建设工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综合、复杂的、多向性的管理过程，始终贯穿于建设项目的全

过程。工程造价管理的目标就是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合理有效地控制施工企业的工程造价，同时需要各部门共同努

力，以最小的成本投资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  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投标  施工  合同  结算 

 

1 前言 

工程造价管理是建设工程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工程造价管理的目标就是采取科

学的管理方法，合理有效地控制施工企业的

工程造价，以最小的成本投资获得最大的经

济效益，促进施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工程造价管理是一项综合、复杂的、多

向性的管理过程，始终贯穿于建设项目的全

过程。自工程招投标开始，至整个工程竣工

结算为止。做好全过程造价管理对于施工企

业而言是取得经济效益的保障。施工工程造

价全过程管理主要流程如下：工程投标阶段

-施工合同签订阶段-工程施工阶段-竣工结

算阶段。 

2 施工工程造价全过程管理 

2.1 工程投标阶段造价管理  

投标阶段属于工程施工的前期，这一阶

段对中标之后的造价管理会产生最直接的

影响，是施工企业进行造价管理与控制的基

础性阶段。 

1、在当前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公

司应组成专家组，结合本企业的施工能力和

技术优势，选择合适的项目进行投标,不能

盲目的投入财力、人力进行投标。 

2、确定投标项目以后，要认真阅读招

标单位或者招标公司发放的招标文件，认真

研究施工图纸，弄清技术说明书，对于不明

确的问题要及时联系业主或者到现场踏勘，

制定施工方案。施工方案的确定将直接影响

施工成本、质量和工期，同时也是技术标评

定时的重要项目。只有合理经济的施工方

案，才能有效的控制成本。 

3、投标过程中，经济标是最重要的。

投标报价的合理性是决定能否中标的关键

因素，施工企业应该依据自己的实力，包括

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实力，既不能一味地追求

低价，也不能盲目地抬高报价，保证企业能

够有合适的盈利空间。在投标报价时应坚持

做到以下几点：（1）编制投标报价之前要认

真研究招标文件，使投标文件能够最大限度

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种综合评价标

准或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2）编制

人员要与技术人员进行沟通，以施工图纸、

施工方案等作为投标报价的依据。（3）做好

市场材料及设备的询价，建立询价体系。充

分利用调研成果等编制基价，确定调价方

法。（4）报价人员应熟练运用各种投标方法

和技巧，比如不平衡报价法等。报价时不仅

要注重总报价，还应灵活运用报价策略，采

用一定的技巧，既可以使业主接受，又可使

企业中标后获得更多的利润。 

2.2 施工合同签订阶段造价管理 

施工合同明确了企业在工程承包中的

权利和义务，将工程款的拨付方式、索赔方

式、调价方式、竣工结算方式等以法律的形

式确定下来，是施工阶段造价控制的依据。

在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大多采用的是综

合单价合同。这样的合同便于处理变更及索

赔，针对这个特点，在签订施工合同时，一

定要结合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文件的内容，明

确合同价格的调整范围和调整办法，重点明

确工程量的调整、设计变更和签证调整、综

合单价调整的条件和方法等。合同的签订人

员应掌握《合同法》、《建筑法》、《招标投标

法》等法律法规，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只有签订严密的施工合同，同时在施工中加

强合同管理，才能减少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发生纠纷，维护合同双方利益。 

2.3 工程施工阶段造价管理 

施工阶段的管理是施工造价管理的关

键环节，是施工企业内部在工程合同价格控

制下依法得到合理利润而开展的管理活动，

是施工管理的核心。施工企业要充分把握好

施工阶段的管理与控制，实现企业增效创

收。 

1、强化人员成本控制意识 

项目部的全体人员，需要强化成本控制

意识，特别是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要

改变那种认为造价管理是少数预算专业人

员的事的观念，使人人关心工程造价，把施

工管理和工程造价管理紧密结合起来。 

2、优化施工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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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以后，承包商应着手编制详尽的施

工组织设计。合理组织施工，节约成本，向

管理要效益。工程开工前，通常有许多施工

方案供施工人员选择，不同的施工方案，其

经济效果是不同的。工程管理人员应结合工

程项目的规模、进度、性质、劳动力数量、

机械装备程度、材料供应情况、运输条件、

地质条件等编制最优的施工组织方案。 

3、把好工程材料设备价格关 

建筑工程中材料设备费是工程项目成

本控制的关键，在工程建设中，材料设备费

用占整个工程造价 60％以上。材料设备费能

否得到有效控制直接影响工程最终的经济

效益。施工过程中要编制好需求计划，降低

采购成本，合理安排施工所需机械的进退

场。 

4、及时完成工程进度款支付 

工程进度款是业主按工程承包合同有

关条款规定，支付给承包商的合格工程产品

的价款，它是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前工程款支

付的最主要方式。工程进度款支付是投资控

制的有效手段，施工过程中要及时完成工程

进度款的支付工作。 

5、严格工程变更管理 

在施工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常常会

导致工程变更，这就必然会影响工程造价。

所以一方面应严格控制工程变更，尽量使做

到少变更；另一方面，对于必须进行的变更，

则应严格执行变更签证审批程序，按合同和

已经约定的规定，及时计算每次变更的价

款，争取做到先签证后变更施工。 

6、加强索赔意识及熟悉索赔程序 

投标人在熟悉招标文件后要善于发现

索赔机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索赔分为

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其中，费用索赔是重

点。索赔首先要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上，有关

人员应对合同基本条款，含盖内容深入了

解，增强合同意识。索赔的执行应按合同规

定的程序进行。这就要求施工技术人员在发

生索赔事件后，定期做好索赔记录，整理好

基础资料，并随时以书面资料向施工监理提

出索赔意向，及时办理签证。在做好向甲方

索赔工作的同时，一定要严守施工合同条

款，避免甲方对施工单位的反索赔。 

7、合理处理成本与质量、工期的关系 

对施工单位来说，建筑物的质量、工期

是相互对立的。一般情况下，要想使建筑质

量较高，就会使投入的资金增多，而且延误

工期；资金投入量小，会使工期提前，但是

建造的建筑质量会很差。所以，我们在确定

建设工程目标时，不能将造价、工期、质量

三大目标割裂开来，必须将造价、工期、质

量三大目标作为一个系统统筹考虑，实现三

大目标的统一。在满足质量、工期的前提下，

分别采取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

合同措施控制工程造价，从而加强施工阶段

的工程造价管理。 

2.4 竣工结算阶段造价管理 

施工企业工程造价控制最终的环节就

是竣工结算阶段。工程竣工结算阶段要重视

和加强工程竣工结算资料的收集和编制工

作。要收集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竣工图、

工程变更清单、施工承包合同、施工过程中

的会议纪要、当地造价部门颁布的各类调价

文件、现场签证单、施工过程中业主监理签

字确认的补充及新增单价等。全面详尽完成

竣工结算的编制后，应及时报送相关的发包

人予以审核。项目造价管理人员应积极主动

与业主或审计单位进行沟通，抓紧时间核

对，努力争取在有关条款规定的期限内办理

完结算手续。 

工程竣工结算通过后，应按合同规定，

及时收回工程款，不能听任业主无故拖欠工

程尾款，以致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对未付

款而又不签订还款协议的工程，通过调解不

成的可以请求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起诉，以增加对业主的压力。 

在竣工结算阶段，项目部、财务部等各

相关部门应配合预算部门，做好预算工作，

对工程结算资料及时整理，将总结出来的数

据及时交给预算部门。各部门共同努力，以

最小的成本投资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

益。 

3 结束语 

建筑工程中造价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自始至终

作用于施工企业整个生产过程中，它是一项

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工作，应该做好全过

程成本控制。企业的各个部门应当配合工程

造价管理部门的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地控制

工程造价，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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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工程量清单计价条件下的投标报价 

周  密 

摘  要  投标报价是一项十分严谨而细致的工作，为确保预算编制质量，需要正确选择编制依据、熟悉设计图纸和资料，需要

熟悉和掌握定额的内涵以及工程所在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谈谈工程量清单计价条件下的投标报价 

关键词  清单计价 投标报价 

施工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承接工程，通过

工程投标来承接工程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承

接工程除了要有精湛的施工技术和先进的管理

水平之外，对于一个招标项目，施工企业能否

中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标报价。我国自2003

年 7 月开始，在建筑工程的投标和招标中，全

面执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工程量清单计价

模式在建筑工程投标和招标中的应用，也使得

建筑工程招投标市场日趋完善。 

一、投标报价的编制依据 

清单计价条件下投标报价的编制依据主要

包括：《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国家、

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定额及计价办

法、企业定额、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补充

通知、答疑文件、施工招标图纸、施工现场情

况及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市场价

格信息或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工程造价信

息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 

二、投标报价编制步骤 

1、认真研究招标文件 

工程投标首先要全面相应招标文件的要

求，若没有全面相应招标文件将有可能会被定

为废标。因此，招标文件是投标单位编制投标

文件依据，同时招标文件也是了解招标人意图

及评标标准的主要途径。在编制投标文件之前

必须仔细研究招标文件。在投标报价时，应着

重研究招标文件中的招标范围、工程概况、投

标报价原则，清单项目的组成、定额的选择、

合同条款等。在阅读招标文件时应将发现的问

题进行汇总，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内将问题

以书面形式向业主提出，也可在招标答疑会上

提出，招标人的答疑文件是招标文件的重要组

成部分，应给予重视。 

2、熟悉施工招标图纸并复核工程量清单 

施工招标图纸和工程量清单是招标文件的

组成部分。工程量清单的目的是为投标人提供

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但实际施发生的工程量

往往与工程量清单中招标人提供的工程数量有

所出入，特别是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招标工程或

设计深度不够的情况下，招标人在编制工程量

清单过程中更可能出现缺项漏项或计算不准

确，因此需要在编制投标报价之前首先要熟悉

设计图纸，特别注意工程图纸中的一些特殊要

求、特殊工艺、土壤类别、地面标高等内容，

并结合本企业自身的经验仔细复核清单的完整

性及准确性。准确的工程数量是估算施工成本

与合理选取投标费率的基础。若在复核中发现

工程量清单中的明显计算错误时，可按以下两

种方式处理：① 向招标人发出质疑文件并要求

招标人调整工程量清单相应项目数量；② 分析

产生出入的原因，判断其可能的数量变化，如

数量可能增加的项目可适当调高此项目的综合

单价，数量可能减少的项目可适当降低此项目

的综合单价，即采用不平衡报价法，合理的采

用不平衡报价有时会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但

在采取不平衡报价时应注意，不平衡报价太过

于明显有可能会导致投标失败。 

3、踏勘施工现场 

编制投标文件前应进行施工现场的踏勘工

作。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并结合施工设计图纸，

了解施工现场情况，如现场的地理位置，现场

的施工条件及自然条件等，这些对投标文件的

编制及投标报价都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投标报

价中的措施费项目，与现场条件息息相关。 

4 编制投标报价 

（1）计算工程量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中明确规定，工程量

计算规则是对清单项目工程量的计算规定，除

另有说明外，清单项目工程量均按设计图示以

工程实际的净值计算，材料及半成品采购和损

耗、场内二次转运、常规的检测、试验等均包

括在相应工程项目中，不另行计量。由此可以

看出工程量清单项目中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定

额子目，清单中的工程数量与最终要进行报价

的数量是不相同的。如挖土方的清单工程量是

按垫层外围面积乘以挖土深度计算的，而编制

综合单价时所计算的定额工程量则需考虑工作

面和放坡；钢筋的清单工程量是未乘损耗的量

因此在报清单综合单价时，需要计算施工实际

工作量并考虑施工损耗等因素。计算工程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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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明确清单项目的内容及特征，这些都直接

影响清单综合单价的确定。 

计算工程量时，应结合招标图纸并按清单

项目逐项计算，将每个清单项目中所包含的定

额子目内容分别计算出来，为报综合单价提供

基础。 

（2）确定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工程量清单计价条件下的综合单价包括人

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和利润，并考

虑一定范围内的风险。清单计价环境下，人工、

材料、机械的消耗量应根据企业定额，没有企

业定额的可参考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的消耗

量定额或根据本企业以往的经验确定。人、材、

机单价是市场价格可从多渠道获取，编制投标

预算的关键环节就是做好材料价格的询价工

作。 

材料价格确定后，计取管理费、利润及风

险。综合单价中的管理费和利润的竞争空间一

般有很大，报价时应根据本企业具体情况确定

管理费的高低，对于利润则取决于企业的利润

目标、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有时还要考虑有

无后续工程等长远目标，如果招标文件的评标

标准采用“合理低价中标”，则利润的取值就要

适当降低。风险包括指人、材、机价格的变动

和政策性的费率调整等，在投标报价中材料价

格变东最频繁，材料所占造价比重也最大，因

此，投标报价一般主要考虑材料风险。根据招

标文件中对风险承担的比例的规定并预估材料

市场变动情况，合理确定风险比率。 

（3）措施项目清单报价 

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

该工程前和施工过程中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

用。清单计价规范规定，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

全文明施工费应按照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

管部门的规定费用标准计价，此费用不能参与

市场竞争。其他措施项目为可竞争费用，企业

根据自身情况酌情报价。一般措施项目清单中

列出了全部的措施项目，但投标人可根据工程

实际情况，选择施工过程中将要发生的项目进

行报价，并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某些优势

项目压低报价，降低投标总价。 

（4）其他项目清单、规费、税金的编制 

其他项目清单包括暂列金额、暂估价、总

承包服务费以及计日工四项内容。 

暂列金额和暂估价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给定

的金额及单价直接填报，中标后双方应根据合

同约定、工程变更情况及实际价格进行调整。

总承包服务费由招标人项目和投标人项目两部

分组成。招标人部分由招标人填写，投标人必

须按招标文件中给定的金额填报。投标人部分,

由招标人列出项目、投标人填写报价，如不填

写，则视为无偿服务。零星工作项目一般应根

据工程具体情况，按招标文件中列出的人工、

材料、机械项目填报综合单价。 

规费和税金为不可竞争费用，根应据国家

和地方规定计算、填写。 

（5）确定最终投标报价 

在编制完各项清单报价后，需要根据本企

业以往报价经验或参考近期类似的投标项目对

各项投标报价进行逐项检查，看是否有过高或

过低的报价项目。对于报价出入较大的项目进

行仔细分析研究，判断是否在编制报价时发生

错误，并找出原因，调整报价。 

（6）成本核算、确定投标报价 

投标预算完成后，还应对投标项目的施工

成本进行仔细核算，这样不仅能检查报价的合

理性，也可为施工过程中成本控制提供依据。 

根据招标项目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报

价策略，如遇到施工条件差，专业技术要求高

的技术密集型工程；总价低的小工程；工期要

求急的工程；投标对手少的工程；支付条件不

理想的工程，报价可高一些。遇到施工条件好

的工程；工作简单、工程量大而其他投标人都

可以做的工程；目前急于打入某一市场、某一

地区，或在该地区面临工程结束，机械设备无

工地转移时；在附近有工程，而本项目又可以

利用该工程的设备、劳务，或有条件短期内突

击完成的工程；投标对手多，竞争激烈的工程；

非急需的工程；支付条件好的工程等等情况，

报价可适当低一些。另外通过分析业主的习惯

做法和其他投标单位的实力，并结合评标办法

确定最可能中标的投标报价。 

但需要注意，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施工成本

且不高于招标文件给出的招标控制价。 

三、小 结 

以上是笔者在多年的工作中对于投标过程

的一点体会。投标报价是一项比较复杂和灵活

的工作。相同的项目和规模，投标报价都有不

同。因此，对每个项目的报价要有针对性，要

采取灵活的策略，以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占有一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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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 

郑宇飞   赵 亮 

摘  要  工程造价管理贯穿于建设项目活动的全过程，合理的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是一项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复杂工作，本文

结合实际工作经验，从项目的投标阶段开始到工程竣工结算，对工程造价管理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  投标报价  合同签订  项目实施  竣工结算 

 

作为一个以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检测监测共同发展的综合性工程企业，合理

有效的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是全过程、全要素的，

也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站在

工程施工企业的角度来看，工程造价管理与

控制贯穿于项目的投标报价阶段、合同签订

阶段、项目实施阶段、竣工结算阶段乃至工

程质量保修阶段，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

用科学的方法，先进的管理手段，合理地确

定工程造价，以提高投资效益，节约社会资

源，是每一个企业追求的共同目标。现结合

工作实际就如何做好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

工作做如下阐述。 

一、 投标报价阶段工程造价的管理与控制 

投标报价阶段是造价管理中最直接、最

关键的阶段，确定一个合理的、恰当的投标

报价需要采用一定的技巧方法，既能在投标

竞争中取胜中标，又能保证中标后工程实施

过程中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那么企业在投

标活动中应如何进行投标报价呢？ 

首先，精读招标文件。认真研究招标文

件，全面理解招标文件中工程范围、技术要

求、合同范本的内容，组织相关技术人员现

场踏勘，充分考虑各种工程风险，结合市场

波动情况，详细考虑人、材、机价格的变动

因素，使报价编制不重不漏，合理准确。一

个好的报价不但要使自己达到一定的盈利

目的，而且要对业主有足够的吸引力，这就

要求企业在投标准备工作中针对招标项目

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审时度势，充

分发挥企业的人员素质、技术设备、管理体

制等的优势，灵活运用不同的投标策略，在

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胜利。 

其次，报价模式的选择。目前建筑市场

主要有定额计价及工程量清单计价两种投

标报价模式。定额计价是指在工程造价的确

定中，根据现行的定额计量规则计算工程

量，然后依据现行的综合概预算定额和取费

定额等进行定额子目套算和费用计取，最后

确定工程造价。工程定额计价的特点是量价

合一，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统一性、指导

性、稳定性与时效性的特点。工程量清单计

价方法是一种区别于定额计价模式的新型

计价模式，是一种主要由市场定价的计价模

式，是由建设产品的买方和卖方在建设市场

上根据供求状况、信息状况进行自由竞价，

从而最终能够签订工程合同价格的方法。较

之定额计价方法，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更具

有市场竞争性，更能发挥企业的特点和优

势。 

投标策略方法、技巧的应用。一般来说

施工条件差、业主对工期要求急、工程款支

付条件不理想的工程要报高价；专业技术要

求高、本企业又是专长、声望也高时报高价；

施工条件好、工作简单、工程量大而一般公

司都可以做的工程报低价；企业急于打入某

一市场、某一地区、目前又无在建工程时可

以报低价；投标竞争对手多时可以报低价；

工程款支付条件好时可以报低价等。具体的

操作方法有不平衡报价法、多方案报价法、

无利润报价法等。不平衡报价法是指一个项

目的投标报价，在总价基本确定后，调整内

部各项的报价，做到既不提高总价，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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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又能在结算时得到更理想的经济效

益。例如将能够早日收款的项目报价报高一

些，有利于资金周转，后期工程项目可以适

当调低一些；预计今后工程量会增加的项目

单价可以调高一些，结算时可以多赚钱，工

程量可能减少或有可能不发生的项目单价

适当调低，工程结算时损失不大。多方案报

价法：有些工程项目，业主要求按某一招标

方案报价后，投标者可以提出几种可供业主

参考和选择的报价方法，企业在投标中可以

提出自己擅长又经济的方案进行报价，经济

利益更大，这种报价方法不是要求业主降低

某种技术要求和标准，而是通过改进工艺流

程或工艺方法来降低成本，降低报价，但要

注意提出方案建议时可以列出降价数字，但

不宜方案内容写得十分详细、具体，否则业

主可能将自己的方案提交给最低报价者研

究，并要求可能得标者再进一步降价，这样

就会形成免费为竞争对手提供优化方案，对

自己的中标很不利。无利润报价法：现在大

多数项目都是分期建设，业主的建设项目是

逐渐启动的，企业在先期启动的建设项目中

采取无利润报价的方法，争取低价中标，树

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形象，争得业主的信任，

在后期的建设工程中获取经济利益。 

二、 合同签订阶段工程造价的管理与控制 

对于控制工程造价来讲，建设项目的签

订合同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需要将

承发包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界定清楚，

明确各类问题的解决处理办法，避免在施工

过程中或结算时发生较大争议。施工合同中

关于工程造价的确定和支付的相关条款，是

整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重要条款。为确

保合同的有效性，企业内部各个相关部门都

要参与到合同的审查工作中，必须多角度全

方位对合同条款严格审查，建设工程施工条

款必须齐备，表示必须准确。如工程范围、

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开工和竣工时间、

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

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进度拨款和结算、交

工验收、质量保修期等等，均需有明确规定；

其次对合同中的重要条款进行重点审查，如

对合同中非常重要但也非常难控制的工程

造价条款，由于在签约时难以确定造价，就

会埋下隐患，为解决此问题，在签约时应明

确确定造价的程序和方法。另外，对诸如工

程竣工结算、工程款支付等重要条款，尽可

能制订齐备、用语准确、严密，最终达到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和减少纠纷的目

的。个人认为对于合同签订阶段的造价管理

和控制应做到以下几点： 

1. 杜绝签订不合格合同，把好合同签订

关。在合同正式签订前应进行严格的审查把

关。其要点是：合同是否合法，合同是否完

整无误，包括合同文件的完备和合同条款的

完备；合同是否采取了标准化文本，与其对

照有无差异；合同双方责任和权益是否失

衡，确定符合相互制约的原则；合同实施会

带来什么后果，违约责任的划分以及补救措

施；双方合同的理解是否一致，发生歧义及

时沟通。严禁签订责任不明确、模糊不清的

合同，特别注意分包商提供的合同。 

2. 管理好合同的实施工作。合同一经签

订，确定了合同价款和结算方式之后，影响

工程造价的主要因素便是工程设计变更及

签证，还有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深入理解合同的每一条款，切实加强

日常管理，使合同管理正规化、规范化。作

好处理合同纠纷的各种准备，特别是索赔和

反索赔的研究在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中是

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实践证明，要搞好工程

造价的管理与控制，就必须进行索赔和反索

赔的研究。 

3. 逐渐重视合同后评价。合同后评价是合

同管理的总结阶段，也是往往被企业所忽略

的环节，其实合同后评价工作是件很重要的

工作，它是对合同好坏、管理得失的评估，

它可以为下一个工程项目造价管理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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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合同后评估工作主要是

总结合同执行情况，对合同管理好的经验加

以总结推广，对过时、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以及不严谨、容易被对方索赔的条款加以改

正。善于总结，将良好的经验成果渗透到新

的项目中，势必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 项目实施阶段工程造价的管理与控制 

项目实施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

是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阶

段，也是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工作中最难、

最复杂的阶段，所以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 

1. 施工前期要做好详尽的施工组织计划，

要注意组织实施的措施是否合理，例如：尽

可能避免土石方、材料、半成品的二次搬运，

在工程范围内充分考虑土方平衡，将挖出来

的土石方直接排放到需要填方的地区。 

2. 加强技术管理，在对主要施工技术方案

做好论证的基础上，广泛应用新材料、新工

艺，想方设法在技术上节约投资。 

3. 加强现场管理。现场管理包括材料的堆

放、施工机械的布置、临时设施的搭建。尽

量避免二次搬运费、二次临时设施搭建费

等，对甲供材应该因工艺和施工进度安排进

料计划，尽量降低储存成本及运输成本，同

时也降低了损耗。 

4. 现场环境对工程的影响也应该注意，根

据不同的场地情况做好相应的方案，在施工

阶段还必须考虑到冬季雨季对施工的影响，

根据工期合理安排进度。 

5. 尽量减少变更或签证，认真对待必须发

生的设计变更，及时核算有关工程的变更造

价，变更签证程序要规范，必须经过批准后

方可施工，变更签证要及时办理，以免事后

补签而造成结算困难。技术运用要得当，所

有签证要经过技术人员论证，采用最经济的

技术，减少不必要的工程费用支出。 

6. 材料设备的控制。材料的计划、采购、

保管、领用等各个环节的责任制，要落实到

人。采购前应掌握材料设备的投标报价和用

量，采购时要及时认真的分析材料市场的价

格走势，材料设备进入施工现场要有严格的

验收制度，对其数量和质量进行验收，不符

合要求的要坚决拒收，材料在使用过程中，

要严格按照施工材料消耗量和工程进度安

排用料，限额领用，并对材料使用量进行监

督。 

四、 竣工结算阶段工程造价的管理与控制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是一门专业性、知识

性、政策性、技巧性很强的工作，要把工程

竣工结算做的完美，要求造价人员有高度的

责任心、高超的业务能力，相当的经验以及

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要做好工程竣工结算工

作，应做到以下最基本的要点： 

1. 掌握完整的竣工资料，依据现场施工记

录、设计变更通知书、现场签证等资料，按

照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款及约定的合同条款

调整内容进行竣工结算。避免错算、漏算。 

2. 深入施工现场了解实际情况，多去现

场，多与现场工作人员沟通，认真核算，做

出合理的竣工结算价格。 

目前，我们对工程造价管理的认识与国

内外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深入对工程

造价管理的探究，有助于冲破传统的工程造

价管理理论的束缚，确立全新的先进的工程

造价管理思想，在此基于对工程造价的确定

和控制的基础理论的与实际工作中的经验

相结合的思考，以期待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

提高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能力，使企业在当

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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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设计概算初探 

王红伟  全兵 

摘  要  设计概算是由设计单位依据初步设计方案估算工程数量，提供主要材料用量，提出施工方案的意见，依据概算定额对

工程建设所需全部费用进行编制的过程，它考核了设计方案的经济合理性，决定了建设项目投资的最高限额，因此在

整体的建筑工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是针对桥梁概算，通过对如何准确提取工程量和利用计价软件辅助概

算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让读者了解设计概算的编制过程及注意问题，以达到对桥梁概算有初步的认知和了解。 
关键词  概算 桥梁 工程量 定额 

 

0  引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全国掀起了大

兴土木的热潮，各类桥梁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桥梁设计的发展提高了设计单位对桥梁

概算的重视度，现在很多单位都设有自己专

门的设计概算人员。各种技术、造型、工艺

复杂的桥梁的出现也给概算人员提出了新

的挑战。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就桥梁概算的

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 

1  桥梁设计概算的概念 

概算是在初步设计阶段由设计单位根

据初步设计图纸、工程量、概算定额等编制

的工程项目从筹建开始至竣工验收交付使

用全过程建设费用的经济文件。它反映了方

案设计水平，决定了工程投资的最高限额，

是核定贷款额度的依据。一个独立桥梁工程

概算项目主要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

及工具器具购置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预

留费用。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是概算的主要

部分，建筑安装费在计费过程中的主要任务

是提取工程量——依据清单定额——计算

费用，其他各项工程费用则是以建筑安装工

程费为基数参考规范取定费率来计算的。 

具体针对桥梁概算而言，本身结构的复

杂性决定了桥梁概算涉及到的内容比较繁

多就要求从事桥梁概预算工作的人员，特别

是对于初学者，必须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

遵循一定的工作程序，抓住编制重点，否则

在工作中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造价编制

软件的出现减轻了概算复杂繁琐的工作，我

们可以根据实际施工需要选择定额子目来

编制概算文件。 

2  桥梁概算过程 

结合广联达计价软件采用定额计价的

方式来进行桥梁概算的大致过程如下： 

2.1 熟悉设计图纸资料，掌握施工方法 

熟悉设计图纸资料，正确计取工程量是

编制概算的基础。因为图纸和工程说明是确

定工程数量和施工方法的依据，有些工程

量，如混凝土标号、施工要求等，是隐含在

图纸中的。所以要从图纸中提取工程量，就

必须深入熟悉设计图纸。知道一个桥梁工程

是由哪些构件组成的，每一构件又是由哪些

材料构成，这样在计算工程量时才能思路清

晰，计算出的人、材、机数量才能全面准确，

避免重复和疏漏。 

桥梁的施工方法对概算结果影响很大，

同一座桥梁采用不同的施工方法费用可能

会相差很大，所以要根据实际的工程概况采

用经济合理的施工方法。详细了解施工方

案，掌握每一构件的施工流程和工艺，在概

算过程中才能正确套用软件定额。以桥梁常

用的钻孔灌注桩基础为例，定额包括：埋设

钢护筒、钻孔（人工挖桩孔、回旋钻机钻孔、

冲击式钻机钻孔、卷扬机带冲抓锥冲孔四种

成孔方式）、钢筋工程及灌注桩混凝土等项

目。成孔定额又因桩径、土质、深度、机具

型号的不同又有分类。这要求我们从图纸中

提取桩基周围的土质，水下埋深，桩径、桩

长，混凝土标号、钢筋等级、数量等信息来

计算工程量并选择合适的定额。计算护筒工

程量时，一般可按每个护筒长 2.0m，若在水

中进行钻孔时，应计入工作平台、泥浆船及

循环系统的定额。护筒直径可参照桥梁施工

规范的有关规定确定。护筒直径与钻机类

型、地质情况有关，一般情况下，按桩径加

0.2m 左右即可；钻机类型根据工程地质和施

工条件来选定；钢筋工程按 R235、HRB335、

HRB400 等等级分别计量，钢绞线和高强钢丝

的工程量为锚固长度和工作长度之和，定额

已包含施工焊接和下料等操作损耗，无需另

计；混凝土量为灌注桩的实际体积，即按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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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面积与桩长乘积来定，定额已包含混凝土

的搅拌、运输，无需另计。 

2.2 提取工程量，利用计价软件计算建筑安

装工程费 

桥梁概算的计价项目比较多，在编制表

格时要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否则容易出现

多项漏项。笔者认为按照实际的施工流程顺

序计算工程量比较合理，也就是说按照土方

工程——基础——下部结构——上部结构。

在编制过程也是模拟一座桥梁建造的过程，

这样思路清晰，便于查漏补缺及修改亦可使

读者容易理解。对影响较大的主体部位或量

大价高的工程量，必要时应重新进行复核计

算。 

桥梁的上下部结构工程量的计算依据

图纸提取，对于一些图纸上没有反映出来的

辅助工程和临时工程（便道、混凝土拌合站、

临时电力线路等），可塑性大，对造价也有

很大影响，根据施工方法、施工组织设计确

定工程数量，也可参照以往成功经验的实例

来取。算量时尽量做到全面准确，既避免浪

费资金又可以防缺项漏项造成预算资金缺

失，使概算结果尽可能的经济合理符合现实

施工要求。 

根据已计算出的工程量结合各省市或

行业工程造价信息及其各项费用估算出全

桥的总造价。采用广联达计价软件定额计价

来辅助概算。根据工程所属专业选择定额文

件，桥梁工程属于市政工程的范畴故采用市

政定额。在软件中新建项目文件，按照施工

顺序选好所需定额，并输入工程量。由于概

算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时间和地区的

材料市场价与定额价之间必然存在差额，所

以在完成输入后要依据各省市造价信息对

软件原有的定额价进行调整以符合当时当

地的市场价。在选择定额的过程中也可以对

定额下的人、材、机进行换算，例如自卸汽

车的实际运距，混凝土标号调整等；在输入

工程量时要注意所需工程量的单位，注意单

位之间的变化；对于一些软件中不存在的特

殊材料或工艺，还可以进行补充定额。建设

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

和其他工程费组成，所以完成人、材、机的

直接工程费计算后，要以此为基数，将规范

或者各省市单位部门规定的费率输入软件

取费程序中，计算其他各项措施费。例如：

在辽宁省，现可参照《辽宁省 2008 年建设

工程费用参考标准》根据桥梁的长度和建安

费所属范围来确定该桥梁所属的工程类别，

以此来取定各类工程的费率。费率文件会随

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所以概算人员要关

注各省建下发的调整文件，不断更新费率。

综合以上各项费用就完成了建筑安装费的

计算。 

2.3 编制概算说明 

以建筑安装工程费为基数，参照《公路

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计算

出设备、工具、器具及家具购置费、工程建

设其他费用和预备费，得到最终的工程总造

价，编制概算表格说明。概算说明主要包括

概算内容、主要工程量、编制依据、费用及

费率说明等内容。从广联达中导出概算编制

表格作为附表，以便于详细了解概算过程,

使概算说明更加详细。 

3  结语 

通过桥梁工程概算的实践，笔者认为只

有深入熟悉图纸，才能全面准确的算出工程

量，掌握扎实的施工知识在编制选择定额时

才能准确合理。桥梁概算涉猎内容繁多很容

易出现重项、漏项、工程量小数点错位等问

题，这就要求概算人员要有耐心和细心，最

好在编制完成后有专人审查复核，以避免人

为上的明显失误。充分利用已有的设计资

料，注意提取工程量的顺序和方法，总结选

取定额的经验，掌握概算工作的要领，进而

使造价结果更准确合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公路工程基本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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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AutoCAD Civil 3D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土方量计算 

李美衡  刘欣欣 

摘  要  Civil 3D是一款以建筑信息模型(BIM)解决方案为主的土木工程设计软件。本文以龙岩直升机通航综合服务基地 A 地块

工程设计中实际应用 Civil 3D 为例，通过建立原地形曲面形成模型，然后进行放坡及土方量计算，最后由该模型生成

场地土方开挖与回填的三维效果及计算数据，充分显示了 Civil 3D 在土方量计算中的优势。总结了 Civil 3D 在土方

计算方面的优点，工程设计人员掌握 Civil 3D，对于提高工程的设计效率和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Civil-3D  曲面建模  放坡  土方计算 

 

一、软件简介 

Civil 3D 是 AutoCAD 公司推出的一款

具备文档编制和三维动态模型设计功能的

制图软件，其面向整个土木工程领域，包括

公路、铁路、水利、市政、规划等等。AutoCAD 

Civil 3D 能够帮助从事交通运输、土地开

发和水利等项目的土木工程专业人员保

持协调一致，更轻松、更高效地探索设计

方案，分析项目性能，并提供相互一致、

更高质量的文档数据。通过建立曲面模型，

在曲面的基础上运用地块、放坡、路线、管

网等功能进行设计，可以通过三维视图直观

设计效果，能够更准确的对设计区域及周边

环境进行准确评估并加以修改，更快的达到

理想的设计效果。 

市政工程设计中，利用曲面放坡进行

土方计算是 Civil 3D 非常重要的作用之

一。以下将简述在龙岩直升机通航综合服务

基地 A 地块工程设计中，运用 Civil 3D 进

行土方挖填计算的应用过程及体会。 

二、应用过程 

无论什么工程都离不开基础设计，基础

设计的成功则需要了解大量的资料，包括自

然环境、地质环境、水文环境等。而在一个

场地不平整，甚至是山川沟壑的基础工程设

计中，土方挖填能够进行准确的评估，则对

基础设计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龙岩直升机通航综合服务基地A地块工

程基础设计项目海拔最高 532.9m，当地侵蚀

基准面标高为 355m，相对高差 177.9m，地

形切割强烈，多形成“V”、“U”字型山谷，

属侵蚀剥蚀丘陵地貌，测绘院给出的原始地

形图是由大量的点、文字和块组成，其中包

括测量坐标点、高程点、周边建筑及绿化等

内容，这些资料就为 Civil 3D 建立曲面模

型提供了基础数据。此工程的设计要求是求

得一个平整后自然地面标高，达到填挖方工

程量平衡，以达到经济施工的效果。 

1、 曲面建模 

Civil 3D 中进行一切设计的基础为建

立曲面模型，而建立曲面的方式有多种，可

以运用添加点、等高线、块或 DEM 文件等形

式进行创建，此工程采用转换文本点，然后

添加点编组的方式创建曲面。 

由于提供的原始地形图没有包含任何

高程信息，地形图中的高程点的实际高程为

0，具体高程由高程点旁边的数字反映，对

于这种情况，选择运用转换文本点的功能对

已有点和高程文字进行转换，转化为具有高

程的点，形成点编组，然后在曲面定义中添

加点编组形成曲面，曲面的表现形式有多

种，包括边界、三角形、主等高线、次等高

线等，在此选择以三角形体现。 

然后，在自然地面的红线范围内的设计

区域再创建一个设计曲面，在设计曲面上添

加入之前形成的等高线，把设计区域外等高

线删除，使用等高线创建曲面的方法能够更

形象的反映地势情况，使设计计算更加准

确。 

2、 土方计算 

利用土方施工图功能进行土方量计算，

可以将图形分成若干栅格计算，每个栅格都

能计算出各个区域内的填挖方量及设计标

高，同时在图形外部生成表格形式的工程量

统计。此项目使用这个方法，利用设计曲面

参照原始地形曲面进行土方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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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施工图 

得到计算结果以后会发现填挖方量差

距很大，此时，需要运用编辑曲面选项下的

升高/降低曲面功能对设计曲面标高进行调

节，让填挖方量达到一个加上后期放坡量趋

于平衡的状态，经调整将曲面标高暂定为

498 米，填挖方量相差 1万立方米左右。 

3、 放坡 

利用创建放坡工具，对设计曲面向原始

地形曲面进行放坡，在放坡创建工具中按照

设计坡率填入填挖方坡度，在此，挖方坡度

按照 1:2 计算，填方坡度按照 1:1.5 计算，

形成放坡曲面。 

在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放坡曲面以后，对

放坡曲面和设计曲面进行粘贴，形成一个新

的曲面，以达到放坡曲面与设计曲面相交线

处于同一高程，以便于接下来的土方量计

算，此曲面为最终要求设计曲面。通过动态

观察可形象反应设计曲面与原地形曲面的

动态变化。 

4、 最终土方量计算 

接下来继续进行土方量计算，此处土方

量计算有两种方法，先说明在放坡工具下的

土方量计算方法。 

在放坡体积工具下，确定放坡编组及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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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然后点击自动平衡体积，在所需体积中

填入 0，软件会进行自动计算，计算出的填

挖方净值为一个尽量小的数值，但是不能达

到理想值，此方法虽然比较简单省时，但是

还存在一定误差，这就是使用第二种土方量

计算方法的原因。下面要说的计算方法和上

面用过的方法一样，此方法需要计算者通过

运用软件，并结合自己的估算对曲面标高进

行手动调节，以达到填挖方平衡的目的。同

时，在调节过程中可运用视图功能对整个设

计进行检测，观察其变化，更形象的了解地

形及设计区域的情况。 

运用土方施工图工具选取最终设计曲

面参照原始地形曲面，生成土方施工图，发

现填挖方量差距较大，然后删除已生成的土

方施工图，在编辑曲面选项下选择升高/降

低曲面功能，通过对设计曲面面积的了解，

对大体填挖方量进行估算，调节设计曲面高

程，能观察到整个工程的动态变化过程，进

行多次调节后，最终达到填挖方量为 41 万

立方米左右，填挖方净值为 800 立方米，确

定设计曲面高程为495.9米，满足设计要求。 

最终经过 civil 3D 的计算，生成了土

方施工图，确定了此机场的场地标高约为

495.9 米，并且基本达到填挖方量持平的标

准，同时能够通过三维视图对场地填挖情况

进行观测，得到了良好的设计效果。 

三、结论 

经过深入学习及分析，并通过实际案

例验证了 Civil 3D 对于工程设计具有动态

观测的特点，尝试运用 Civil 3D 进行土方

量计算，得到了较好效果。Civil 3D 在土

方量计算中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1）Civil 3D 的创建曲面功能方便了

对地形图的编辑查看，可形象生动的反应

地形地貌，避免由于对地形的不了解，造

成工程设计的误差。 

（2）运用 Civil 3D 进行工程建模，

并可以通过对三维建模进行材料设定及

渲染，可进行效果图的制作。 

（3）Civil 3D 具有数据动态反应功

能，可以帮助设计者进行方案对比设计，

方案修改对比，提高了设计效率，并提高

了设计的准确度。 

（4）Civil 3D 中的土方施工图功能能

够自动生成填挖方量，并通过多个栅格反

应，在实际中，可以让施工人员明确施工

工程量，减少不必要的劳动力。 

同时，还可运用 Civil 3D 进行市政

道路及管网设计，其横断面设计功能可将

道路分成多段等距断面，并能反应出土方

量，纵断面设计功能在调整坡率的过程中

可动态表现道路的纵坡，以达到更合理设

计。管网设计中，可以通过动态视图观察

避免设计管网出现交叉重叠现象，还可避

让开已有管线，更好的帮助设计师完成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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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施工网络计划在施工中的应用 

常 鸿 

摘  要  本文结合工程实际，指出了应用网络计划技术的优势及应用现状，分析了网络技术在施工管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进而对施工企业提高网络计划应用水平的对策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有助于网络计划技术更好地在土

木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关键词  网络计划技术  施工管理单  双代号网络  计算机技术  关键线路 

 

美国杜邦公司于1956年研究出CPM法，

为网络计划技术奠定了基础；60年代中期，

网络计划法引入我国；80年代后期，随着改

革开放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现代企业制度的

建立和建筑市场竞争的加剧，投资人与施工

企业都逐步认识到网络计划方法在工程项

目管理中的重要性，各种国内、外的网络计

划软件开始被使用，网络计划技术在我国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一般施工单位，习惯使

用的是20 世纪初的“横道图法”，由于横

道图能清楚地表明各项生产或施工任务的

进展安排，对提高管理水平作用明显，并且

易于编制、阅读和理解，但随着高层建筑施

工技术和工艺日益复杂，横道图的一些不足

也就暴露出来，主要是不能显示各工作之间

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不能清晰地显示影

响整个工程施工的关键因素，由此对网络计

划在施工进度中的应用谈几点看法。 

一、应用网络计划技术的优势 

网络计划有广泛的适用性，它是最理想

的工期计划方法和工期控制方法，网络所表

达的不仅仅是项目的工期计划，而且它实质

上表示了项目活动的流程图，网络的使用能

使项目管理者对项目过程有富于逻辑性的

系统的、通盘的考虑。通过网络分析，能够

给人们提供丰富的信息，例如最早开始时

间、最迟开始时间、时差等。同时可以十分

方便地进行工期和资源的优化，还能给各层

管理者以十分清晰的关键线路的概念，这对

于计划的调整和实施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例

如某工程由支模板、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

和回填土组成，按照整体的顺序施工则工期

较长，如果在平面上将工作面分为三段，各

小组在施工段上按顺序连续施工，则将活动

分解成模板l，模板2；钢筋l，钢筋2；混凝

土l，混凝土2；回填土l，回填土2，施工工

期将大大缩短，网络图如下图所示： 

 
二、网络计划技术的应用现状 

网络计划技术自产生到现在，不过四十

多年的历史，但是却被广泛应用于建筑、水

利、电力等各领域，而且效果十分显著。例

如天津新客站工程于1987年列为国家重点

工程项目，以指令性计划下达，要求在1998 

年-原天津站（老龙头车站）建成100周年时

通车，总工期只有17个月，其建筑群总建筑

面积达10万平方米。该群体工程项目多，工

程量大，时间紧，填挖土方56.2万立方米，

浇筑砼7.2万立方米，使用钢材1.58万吨，

模板21.8万平方米，石料1.8万立方米，陶

瓷砖3万平方米，各种吊顶4.8万平方米，现

浇磨石地面3.3万平方米。工程于1987年4月

15日开工，至1988年10月1日正式通车，成

为国内最大的铁路车站之一。为了对工期总

目标进行宏观控制，编制了综合网络计划，

进行三级编制，三级控制，三级管理。在实

现工期总目标的前提下，优选设计方案和施

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工、材料和机械设备，

从而保证了全部工程如期完成，取得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获得国家银制奖

和建筑工程鲁班奖。 

三、网络计划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应用普及率不高 

我国现有施工企业素质差别很大，发展

也很不平衡。据统计，中央直属和省级施工

企业，管理水平较高，每年应用网络计划组

织施工面达40%左右；地市级施工企业，每

年应用网络计划组织施工面在15%左右；而

县级及其以下施工企业，每年应用网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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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施工面仅为5%左右。 

（二）应用管理水平低 

绝大部分施工企业网络计划技术的应

用只停留在编制计划上，对计划执行中的监

督与控制及计划调整缺少有效的管理方法。

且施工网络计划的编制往往只能反映整个

项目中各工作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编制深

度不够，更谈不上网络计划的优化。 

（三）网络计划技术的发展与计算机技术的

发展脱节 

网络计划方法的研究和教学似乎都忽

视了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明显的，

已被计算机软、硬件技术解决的问题仍然被

视为网络计划方法的禁区。例如，数据与图

形链接技术已被软件编程和计算方法所广

泛使用，但是，在教科书中，还有"不能有

相同节点编号的两道工作"等观点。这些过

时的规定严重阻碍或干扰着开发和使用人

员的思想。 

（四）单、双代号网络的优劣之争 

目前，随着国外单代号网络计划软件的

流入，有意无意地产生一种观点，认为单代

号网络先进，双代号网络落后，国外软件先

进，国内软件落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

十分片面的。单、双代号网络仅仅是计划表

达方式和计算方法的不同，是一种表面的区

别。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单、双代号网络计

划软件已无本质区别，一个好的软件完全可

以做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转换。单、双代号网

络优劣之争，实际上是国外、国内两种工程

管理思想之争，也是先进与落后的管理技术

之争。笔者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借鉴先进的

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国内也能开发出优秀

的网络计划软件。 

四、提高网络计划应用水平的对策 

（一）自始至终抓住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决定着工期的长短，它是矛盾

的主要方面，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缩短关

键线路上各工序的作业时间。为此采取如下

几种措施： 

（1）集中力量解决关键工序。对一些

工期长、用工多的关键工序应集中力量打歼

灭战。优先保证它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最

大限度地缩短工期。（2）积极采用技术措

施来缩短工期。如在混凝土中掺加早强剂，

减少养护时间；不拆临时支撑，使下道工序

提前开工；或采用混凝土预制模板，节约拆

模时间；或采用滑模，加快混凝土浇灌速度。

（3）改进施工方法，采用先进工艺。在技

术可靠的前提下，可改进施工方法。这对于

工程任务的提前完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及时掌握突发事件对总时差的影响 

由于施工中客观因素多变，实际进度和

网络计划的要求往往有一定的差距。例如设

计变更而引起工作内容的增减，气候条件、

后勤供应、各施工单位的协同配合、工人的

情绪、设备的完好情况都会影响任务的完

成，而导致总时差的变化。 

（三）加强人才培养和应用研究 

(1)制定有关规程，加强标准化工作。

结合国情和行业特点，制定网络计划技术编

制和管理规程，统一画法、术语和各种类型

的网络模型，便于推广和应用。 

(2)多途径培养人才。应组织编写实用

的培训教材，举办网络计划技术应用培训

班，对施工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学习和掌握

网络计划技术；高等学校要增加现代化管理

技术课程，使学生毕业后即能适应现代化管

理的需要。 

（四）网络计划方法的发展必须与计算机技

术的发展相适应 

要不断研究适合网络计划方法的计算

机技术，撇开计算机技术去研究网络计划方

法的做法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对于那

些落后于当前计算机技术的陈旧观点和方

法应尽快修改和废止。当今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使得计算方法、数据结构、编程方法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达和记录网络计划数

据的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五）单、双代号网络技术的融合是网络计

划方法(软件)发展的趋势 

同双代号时标网络是结合了双代号逻

辑网络与甘特图(横道图)两方面的优势一

样，只有单、双代号网络的优势相结合，才

能使网络计划方法更加完善。笔者认为，以

图形化的时标网络作为网络计划建立的主

要手段，用时标网络图作为宏观控制与表达

进度的方法，用甘特图和电子表格作为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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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调整和资源、费用加载的手段，是网

络计划软件发展的方向。时标网络图在表达

进度时逻辑关系明确，而且图形的工序容量

高，便于分析与调整计划和进行决策。 

五、对施工网络计划应用的几点建议 

施工企业要提高网络计划技术的应用，

除了从源头抓起，尽快规范适合本项目工程

管理的体制，更重要的是1.通过实际工程进

行全面实施网络计划，从而上台阶、提水平。

2.提高工程设计质量，合理确定建设工期，

严禁设计的频繁变更和建设工期的主观确

定。3.加强与监理人员的协作，及时调整进

度计划安排，保证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投

资控制的一致性和协调性。4.实现进度网络

计划与实际进度相一致的拨付工程款的机

制。 

总之，网络计划与实际进度应建立系统

的应用机制，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要紧密结

合，通过对生产资源组织和施工工艺的安

排，根据工程建设的性质和特点进行编制进

度网络计划，从大到小、从粗到细、从整体

到局部，层层分解、细化，图文并茂，循序

渐进，注重实效。只要坚持不断地学习和运

用网络技术知识，逐步积累管理所需的信息

和成功经验，我们对网络技术的掌握和应用

就会日臻成熟，使编制的进度网络计划更科

学、更合理、更能指导实践。 

六、结语 

根据上述分析，施工企业提高网络计划

技术的应用水平，除了从源头抓起，尽快规

范建筑管理体制，并制定有效的措施提高企

业应用网络计划技术的积极性之外，更重要

的是企业自身要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高度，

全面实施网络计划，促进企业管理上质量、

上水平。这就要求施工企业提高认识，注重

实效，扎扎实实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具体做

法为： 

（一）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应用网络计

划技术的重要性 

网络计划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它能够提

供施工管理所需的多种信息，有助于管理人

员合理地组织生产，施工管理中推广应用网

络计划方法必将取得好快省的全面效果，进

一步提高施工管理水平。 

（二）采用易于控制形式 

横道图是工程技术人员最熟悉的控制

形式，具有直观、易懂、绘制简便、所需时

间少、费用低的特点，但其缺点是不能反映

各项工作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

系，对大中型工程的进度控制困难。可在网

络计划技术编制和调整进度计划后，转换成

采用横道图与网络图结合实施，这种做法既

有网络一样的严密性，又兼有横道图简单易

懂的优点，减少网络计划实施中的阻力。 

（三）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紧密结合 

网络计划的编制与实施是建立在已知

的施工方法基础之上的，施工管理人员除了

熟知网络计划方法之外，还应了解各项工作

的工艺及组织流程。根据网络计划法的性质

和特点，并非应用网络计划法就一定能任意

缩短工程期限，它只限于给管理人员提供 

应在哪些工作上合理赶工以及工期与

成本的关系等信息，从而使增加的费用最

少，成本最低。 

（四）循序渐进，注重实效 

应用网络计划技术应本着循序渐进、先

易后难、注重实效的原则，稳步推进网络计

划技术的应用。应用网络计划，从工程规模

上讲，应先从较小的工程项目或分部分项工

程做起，逐步积累和总结经验。网络计划技

术是一项科学的施工管理理念、方法和手

段，它的应用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涉及

到项目管理体制和同项目有关的单位、个人

等多方面因素。根据多年的施工管理实践，

推广应用网络计划技术，企业领导重视是关

键，外部提供良好环境和加强引导是企业提

高应用水平的有效途径。对于国内的软件开

发商来说，要利用国内代号网络的研究基础

和应用基础，站在现代工程项目管理的高

度，向世界先进软件学习，开发出更加完善

的网络计划软件和工程项目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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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浅谈 

张 健   孙光武 

摘  要  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要求企业在管理思想、管理组织、

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转变，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施工企业能否在竞争的市场中占有

一席之地，关键在于能否为社会提供质量好、工期短、造价低的产品，能否以低廉的成本为自己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  工程项目  施工成本控制  动态控制  成本优化  控制措施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法律、法规及招投

标制度的日渐完善，我国的建筑市场渐渐步

入了自由竞争时期。目前，在激烈的竞争下，

业主为了降低营运风险，便从节约投资，降

低项目建造成本入手，从而在采用招标选用

施工队时，遵循低价优先的原则， 

在建设项目的源头控制了资金的注入。当建

筑施工企业以低价策略取得建筑项目建造

权后，它所面临的是如何支配有限的工程项

目资金，使自己既能按业主的要求完成必要

的施工任务，又要能创造经济效益获得生存

和发展，这一切都要求施工企业对施工项目

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 

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是指施工企业以工

程项目作为成本核算对象的施工过程中所

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和劳动者的必要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形式，即工程项目

施工中的生产费用的总和。控制作为一种重

要的管理活动，在管理工作环节中占特殊 

的地位。管理理论的管理五职能学说：①计

划、②组织、③管理、④协调、⑤控制，指

出控制涉及管理过程和其他四种职能，它能

促使计划编制更准确，组织得到简化和加

强，指挥效率得到提高，以便于进行协调。

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是工程项目施工成

本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环

节。 

随着建筑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施工企

业今后将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挑战，成本控

制显得越发重要，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的

内容包含合同、技术、质量和安全、机械管

理、材料、行政管理、预算和财务。 

1．合同方面：依据施工图，承包合同

为依据，根据合同要求的工程项目、质量、

进度等指标，详细地编制好施工组织设计，

以此作为制定计划成本的基础。对合同中的

暂定项目和存在变更的分项工程，即时申

报，尽可能的增加工程收入。 

2．技术方面：首先根据施工现场的实

际情况，科学规划施工现场的布置，为减少

浪费，节约开支创造条件；依据自身的技术

优势，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尽可能

的扩大成本控制的范围和深度。 

3．质量和安全方面：严格按照工程技

术规范和安全操作规程办事，减少和消灭质

量和安全事故的发生，使各种损失减少到最

低限度。 

4．机械管理方面：根据工程的需要科

学、合理的选用机械，充分发挥机械的效能；

要合理的安排施工段落，提高现场机械的利

用率，减少机械费成本；定期保养机械，提

高机械的完好率，为整体进度提供保证。 

5．材料方面：材料采购要遵循“质量

好、价格低、运距短”的原则，进场材料要

正确计量，认真验收，最大限度的减少采购

过程中的管理消耗。根据施工进度计划科学

组织材料的使用计划，避免停工待料现象发

生；材料的领用应严格控制，定期盘点，随

时掌握实际消耗和工程的对比数据；对于周

转材料要及时回收、整理，使用完毕及时退

场，这样有利于周转使用和减少租赁费用，

从而降低成本。 

6．行政管理方面：首先要精简管理机

构，避免人浮于事，减少不必要的工资性支

出；控制业务费等各项非生产性开支的数

量。 

降低项目成本的措施有多种，概括起来

可以从组织、技术、经济、合同管理等几个

方面采取措施控制。 

一 采取组织措施控制工程成本 

首先要明确项目经理部的机构设置与

http://www.cnmishu.com/zhuanlan/ShowClass.asp?ClassID=132
http://www.cnmishu.com/zhuanlan/ShowClass.asp?ClassID=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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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配备，明确公司、工程部、项目经理部

或施工队之间的职权关系。 

建立和完善组织机构，项目经理部是作

业管理班子，是企业法人指定项目经理作他

的代表人管理项目的工作班子，对整体利益

负责任，应当协调好公司、工程部、项目经

理部或施工队之间责、权、利的关系。 

建立成本控制责任制，在项目施工管理

中，建立一个严密的成本控制责任体系，用

统一的规范和责任来约束和指导工程参建

人员的工作，保证施工目的达到预期的经济

指标，在项目施工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 采取技术措施控制工程成本 

采取技术措施就是在施工阶段充分发

挥技术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对标书中主要技

术方案作必要的技术经济论证，以寻求较为

经济可靠的方案，从而降低工程成本。它包

括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节约能耗，

提高机械化操作等。整个技术方案的合理性

直接关系到成本控制的最终效果。所以科学

严谨、经济合理的技术方案对于成本控制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采取经济措施控制工程成本 

工程成本分为间接成本和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的支出与工程施工无直接关

系，主要是由项目管理机构的组成来决定。

因此，要精简管理层，尽量选用一专多能型

的管理人员，彻底改变机构臃肿的状况，结

合项目的特点成立有效的管理机构。 

直接成本是指施工过程中消耗的构成

工程实体和有助于工程形成的各项费用，它

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和其

他直接费等成本费用。直接成本的控制是降

低工程成本的关键，而材料费又占工程成本

的 60%--70%，是影响成本的主要因素，因而

是成本控制的重点所在。 

因此，采取经济措施控制工程项目施工

成本主要包括人工费控制、材料费的控制、

机械费的控制。 

四 加强质量管理，控制返工率 

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各

级质量自检人员定点、定岗、定责、加强施

工工序的质量自检和管理工作，把质量管理

工作贯彻到整个过程中，采取防范措施，消

除质量通病，杜绝返工现象的发生，避免造

成因不必要的人、财、物等大量的投入而加

大工程成本。 

五 加强合同管理，控制工程成本 

合同管理是施工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也是降低工程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

径。项目施工合同管理的时间范围应从合同

谈判开始，至保修期结束止，在合同执行期

间密切注意我方履行合同的进展效果，以防

止被对方索赔。 

工程项目分包工程的合同，必须指定专

人负责合同管理，对所有已签订且正在履行

的合同进行审查。其它的与外单位或个人的

买卖、供应水电、借款、租赁、承揽建设工

程、运输、技术、保管、仓储、委托等事项，

都必需签订正式的合同，不得以口头形式约

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合同的

有关条款进行处理，不得随意更改或变相更

改。 

六 结论 

总之，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本文讲到的工程项目施工成

本控制，在适用方面需要灵活运用，实际操

作因地制宜，不同的工程规模，不同的施工

企业，不同的管理体制都有差别。但不管怎

样，施工企业对生产经营所消耗的人力资

源、物质资源和费用开支都必须进行指导、

监督、调节和限制。所以“增产节约，增收

节支”是每一个施工企业的共同点，这就需

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和提高成本控制的

方式和方法，以保证项目成本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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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空调技术分析 

吴方慧 

摘  要  直流变频及交流变频空调核心部件介绍，变频空调的控制特点，直流变频空调与交流变频空调的电控区别。 

关键词 直流调速压缩机 无刷直流电机  温度调节 

 

一、直流变频及交流变频空调核心部件介绍 

1、直流及交流变频压缩机 

变频空调以其效率高，噪声低以及控制灵

敏等特点在空调器市场上名声大噪。目前市场

上的变频空调有两种——直流变频空调与交流

变频空调，他们的区别在于使用何种压缩机(交

流变频压缩机还是直流变频压缩机)以及因压

缩机的不同而带来控制器的变化。交流变频 压

缩机本质上仍是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通过定、

转子之间磁场的相互作用使转子旋转。但其特

别的设计使得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通过改变电源

的频率和电压来改变电机的转速，因此称之为

交流变频。交流变频压缩机转子采用了交流感

应电机转子结构，其工作原理为：定子产生旋

转磁场，转子在定子旋转磁场作用下感应电流

产生感应磁场，经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相互作

用使转子旋转。交流变频压缩机旋转的基础是

定子与转子的电磁感应，使压缩机旋转的同时

也带来了电磁感应噪音与转子损耗等负面作

用。 

直流变频压缩机的叫法不太科学，因为直

流是没有频率可言的，更谈不上变频了，其实

直流变频压缩机实际上指的就是直流调速压缩

机。直流调速压缩机用直流电动机作为驱动源，

该电机的定子线圈与感应电动机的构造相同，

而转子采用稀土永磁材料制作而成不用线圈，

用了永久磁铁，其工作原理为：定子产生旋转

磁场与转子永磁磁场直接作用，实现压缩机运

转。可以通过改变送给电机的直流电压来改变

电机的转速，直流变频压缩机不存在定子旋转

磁场对转子的电磁感应作用，克服了交流变频

压缩机的电磁噪音与转子损耗，具有比交流变

频压缩机效率高与噪音低特点，直流变频压缩

机效率比交流变频压缩机高 10%-30%，噪音低 5

分贝-10 分贝。但是，直流变频空调的成

本要高于交流变频空调。关 DC 直流变转

速空调和 AC 变频空调的简单区别:直流

调速只经过一次电压转换，所以能源损

耗比调频调速要小。另外由于这种直流

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的，又省却了三相交

流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消耗。所以它从

电网电源到电动机这一段的功率因数要

比调频调速方式高，节省了一定的能量。  

变频/变转速空调器相对于传统空

调器来讲，主要有 5 大特点: 

● 启动电流低，故不存在启动电流

对电网和对电度表的冲击，也减少了对

室内其它正在使用的家用电器的脉冲干

扰影响。 

● 低温运行性能好，制暖性能明显

优于传统空调器。 

● 控温波动小，避免了传统空调器

采用的开/ 停运转控制方法易造成的室

内温度上下波动大 、感觉不舒服的缺

陷。 

● 电网电压适应性强，相比较传统

空调器，有些变频空调器能在较宽电压

范围内工作。有的甚至在低于 187V时也

能运行自如。 

● 控温速度快，能迅速将房间带入

控温范围。 

2、无刷直流电机  

无刷直流电机与普通的交流电机或

有刷直流电机的最大区别在于其转子是

由稀土材料的永久磁钢构成，定子采用

整距集中绕组，简单地说来，就是把普

通直流电机由永久磁铁组成的定子变成

转子，把普通直流电机需要换向器和电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11016280100279.html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51609054500447.html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309145622002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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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提供电源的线圈绕组转子变成定子。这样就

可以省掉普通直流电机所必须的电刷，而且其

调速性能与普通的直流电动机相似，所以把这

种电机称为无刷直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既克

服了传统的直流电机的一些缺陷，如电磁干扰、

噪声、火花可靠性差、寿命短，又具有交流电

机所不具有的一些优点，如运行效率高、调速

性能好、无涡流损失转子位置检测 由于无刷直

流电机在运行时，必须实时检测出永磁转子的

位置，从而进行相应的驱动控制，以驱动电机

换相，才能保证电机平稳地运行。实现无刷直

流电机位置检测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电

机内部的位置传感器（通常为霍尔元件）提供

的信号；二是检测出无刷直流电机相电压，利

用相电压的采样信号进行运算后得出。

在无刷直流电动机中总有两相线圈通

电，一相不通电。一般无法对通电线圈

测出感应电压，因此通常以剩余的一相

作为转子位置检测信号用线，捕捉到感

应电压，通过专门设计的电子回路转换，

反过来控制给定子线圈施加方波电压。 

由表 1 可以看出，直流变速电机比

交流变频电机的噪音低，能量调节范围

广 20%左右，同时振动也小，运行平稳，

温度波动低，但是价格比交流变频系统

高些。 

 
表 1  AC 变频与 DC 直流变频的比较 

 
 

表 2  DC 变频与 AC 变频能力比较 

 

二. 变频空调的控制特点 

1.适应负荷的能力 

常规空调的制冷能力随着室外温度

的上升而下降，而房间热负荷随室外温

度上升而上升，这样，在室外温度较高，

本需要空调向房间输出更大冷量时，常

规空调往往制冷量不足，影响舒适性；

而在室外温度较低时，本需要空调向房

间输出较小冷量，常规空调往往制冷量

过盛，白白浪费电力。而变频空调通过

压缩机转速的变化，可以实现制冷量随

室外温度的上升而上升，下降而下降，

这样就实现了制冷量与房间热负荷的自

动匹配，改善了舒适性，也节省了电力。 

变频空调调节制冷量的原理如下： 

一定工况下，制冷量与制冷剂质量流量

成正比， 

即 Q = q . m  

式中，Q — 制冷量  

      q — 制冷剂单位质量制冷量  

      m — 制冷剂质量流量  

一定工况下，制冷剂质量流量与压缩机

转速成正比例函数关系，  

即 m = f ( N )  

http://www.wechoo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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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 制冷剂质量流量与压缩机转速的函

数关系，不同结构的压缩机此关系式不同  

     N — 压缩机转速  

综合上两式，就可以通过调节压缩机转速实现

空调制冷量的调节，这正是直流或交流变频空

调变频能量调节的原理。  

2.温度调节方法 

以制冷状态为例，图 1 表示的为常规空调

的温度调节方法，其中 T 为室内温度，Ts 为设

定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压机停，室内温度高于

设定温度 1 度，压缩机重新开启。图 2 为变频

空调的温度调节方法，室温每降低 0.5 度，运

转频率就降低一档，相反，室温每升高 0.5 度，

运转频率就升高一档，即室温越高，运转频率

越大，以便空调快速制冷，室温越接近设定温

度，运转频率就越小，提供的制冷量也越小，

以维持室温在设定温度附近，温度波动小。 

 

3. 启动、运转性能 

图 3、图 4 分别为常规空调、变频空调启

动时转速曲线。常规空调以定频启动、定速运

转。变频空调低频启动、变频运转。 

 
4.节能性 

常规空调开/关方法控制，压缩机开关频

繁，耗电多。变频空调自动以低频维持室温基

本恒定，避免压缩机频繁开启，比常规空调省

电 30%左右。 

5.低电压运转性能 

常规空调在电压低于 180V 左右时，

压缩机就不能启动，而变频空调在电压

很低时，降频启动，降低启动时的负荷，

最低启动电压可达 150V。 

6.热冷比 

常规空调制冷、制热压缩机转速一

样，只能通过系统匹配提高热冷比，局

限性很大。 

变频空调制热时压缩机转速比制冷

时高许多，所以热冷比可高达 140%以上。

（制热时最高运转频率往往要比制冷最

高运转频率高 20Hz 左右）。 

7.低温制热效果 

常规空调压缩机转速恒定，0°C 以

下压缩机功率很低，实际上没有什么制

热效果；变频空调低温下以高频运转，

制热量是常规空调的 3、4 倍。 

8.满负荷运转 

常规空调压缩机只有一种转速，不

可能实现满负荷时的强劲运转；变频空

调在人多时、刚开机时或室内外温差较

大时，可实现高频强劲运转。 

9.保护功能 

常规空调每次发生电流等保护均需

停压缩机；变频空调每当发生保护时均

以适当的降频运转予以缓冲，可实现不

停机保护，不影响用户的使用。  

三、直流变频空调与交流变频空调的电

控区别 

1、直流变频压缩机与交流变频空调 

交流变频空调的变频模块按照 SPWM

调制方法，通过三极管的通断，给压缩

机三相线圈同时通电，压缩机为一三相

交流压机。直流变频空调的变频模块每

次导通二个三极管（A+、A-不能同时导

通，B+、B-不能同时导通，C+、C-不能

同时导通），两相线圈通以直流电，驱

动转子运转，另一相线圈不通电，但有

感应电压，根据感应电压的大小可以判

http://www.wechoo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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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出转子的位置，进而控制绕组通电顺序。直

流变频相比交流变频多一位置检测电路。 

下图为直流变频空调的电路原理图： 

 

下图为直流变频空调压缩机各绕组电压控

制例图: 

 

直流变频空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有压

缩机采用无刷直流电机；二是不仅压缩机，还

包括室内风机、室外风机都采用了无刷直流电

机，而且制冷剂的调节方式也由毛细管变为电

子膨胀阀，这就是全直流变频空调。 

2、全直流风扇电机 

通过改变电压大小的方式来控制风机转

速，Vc 的电压范围在 9～36V 之间，电压越高，

风机转速越高，电压越低，风机转速越低；+5V

为风机内电路控制板的工作电压； 

室外直流风机工作原理与直流压缩机基本

相同，只是 PWM 电压波形形成电路做在了电机

内；Vc 为高压直流供电部分提供的直流电源，

供风机绕组工作使用，300V 左右，由于

用户电源电压有高有低，因而 Vc 实际在

200V-375V 之间；+15V 电压为风机内电

路板的工作电源电压；Vsp 为风机转速控

制信号，室外主控芯片发出的外风机风

速控制信号为+5V 的脉冲数字信号，经过

数字／模拟转换电路，转换成最大电压

+15V 的模拟信号，即 Vsp，控制电机内

电路板以产生 PWM 电压波形；风速反馈

信号为 12 脉冲/转，脉冲幅值+15V，因

主控板芯片工作电压为+5V，因此需在电

源板上将其转换成+5V 的信号后，才能供

给外主控芯片以检测外风机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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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程度对结构力学特性影响的定量评价 

刘子伟   李子聪 

摘  要  结构面表面粗糙程度是结构面力学特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由于表面粗糙程度的不同使得对其强度的评价，

增加了一个附加的爬坡角。然而结构面的粗糙程度不仅对其强度而且对其变形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结构面表面

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形态特征，如何定量评价结构面的粗糙程度对其力学特性的影响一直是岩体力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

难点。以往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结构面表面几何特性描述。如：巴顿提出的 10 条标准剖面线等。他们对结构面表面粗糙

程度，没有结合实际的力学响应对结构面的变形特性作出准确的合理的定量评价。或者说，目前对结构面表面粗糙程

度的研究，只是建立在对其表面几何特性的评价，没有依据结构面在外力作用下，某种表面几何特性所反映的变形特

征进行分析。这种变形特征应该在其力学试验的过程中很完整的反映在剪切位移曲线和扩容曲线上。本研究通过模拟

材料的剪切试验，评价不规则突出物对剪切变形的影响，并建立合适的本构方程。 

关键词  岩体结构面  扩容  力学特性  JRC 

 

一、引言及主要研究工作 

结构面表面粗糙程度是结构面力学特

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由于表面粗

糙程度的不同使得对其强度的评价，增加了

一个附加的爬坡角。然而结构面的粗糙程度

不仅对其强度而且对其变形同样有着很大

的影响。由于结构面表面是一个千变万化的

形态特征，如何定量评价结构面的粗糙程度

对其力学特性的影响一直是岩体力学研究

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以往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结构面表面几

何特性描述。如：巴顿提出的 10 条标准剖

面线等。他们对结构面表面粗糙程度，没有

结合实际的力学响应对结构面的变形特性

作出准确的合理的定量评价。或者说，目前

对结构面表面粗糙程度的研究，只是建立在

对其表面几何特性的评价，没有依据结构面

在外力作用下，某种表面几何特性所反映的

变形特征进行分析。这种变形特征应该在其

力学试验的过程中很完整的反映在剪切位

移曲线和扩容曲线上。虽然 Batton 对其做

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个评价体

系，由于评价的方法采用半定量的方法，其

中存在着许多人为地因素，不能合理地定量

地评价结构面粗糙度对强度的影响。本研究

选择了 Batton提出的 JRC标准剖面线中的 5

条具有代表性的剖面线，利用人工材料浇注

成的试件，进行剪切试验，并结合规则结构

面剪切试验的成果（已经完成的试验），分

析结构面表面粗糙程度对强度的影响，据此

建立定量评价粗糙度对强度的影响方法。主

要工作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1） 进行岩体结构面室内剪切实验。

试验采用水泥砂浆制作的 10×10×10cm³的

不规则齿形结构面模型，JRC 编号分别为 1、

4、6、8、10。法向应力采用单轴抗压强度

的 50%、40%、30%、20%等不同大小，以分别

研究不同粗糙度、不同应力水平对结构面的

力学特性的影响； 

（2）分析结构面剪切应力——位移曲

线，并从中得出一定结论； 

（3）分析剪切过程中的扩容现象，画

出扩容曲线,对其分析解释。 

二、试验设备 

 
试验是在长春试验机研究所研制的

CSS-1950 岩石双轴流变试验机上进行的，

其结构如图所示。该机可同时或分别对试样

施加垂直轴压缩（拉伸）负荷和水平轴压缩

（拉伸）负荷，能同时测试试样双轴双侧变

形值。垂直轴最大压缩荷载 500kN；水平轴

压缩 300 kN。本试验轴向最大荷载约 125kN。

试验机采用伺服控制，加压系统采用丝杠加

压，荷载采用加载速率控制，试验负荷控制

性≤1%FS。变形测量精度 0.0001mm，能很好

的满足试验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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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样制作 

模型材料选用 325 标号水泥、标准砂和

水，配合比为水：水泥：砂=1：2：4。模型

成形后 24 小时拆模，在标准养护条件下养

护 28 天后进行试验。另外，为了保证结构

面齿的完整性以及表面的平整性，在模型浇

筑之前，不能在钢模上涂抹过多的油，只要

能保证顺利脱模就可以了。 

试件规格：10×10×10cm³,不规则锯齿

状结构面，采用 5 种 JRC编号：1、4、6、8、

10。如下图： 

 

4号结构面 

 

8号结构面 

四、试验方法 

首先做单轴抗压试验：因为在进行剪切

试验之前，需要确定施加荷载的大小。用 3

快完整立方体石块做单轴抗压试验，得到试

块的单轴抗压强度并确定加载大小。 

在确定加载大小之后进行常规剪切实

验。试件分为含有 JRC编号为 1、4、6、8、

10 的结构面五种类型，每种类型的试件分别

在单轴抗压强度的 50%、40%、30%、20%（0.5

σc、0.4σc 、0.3σc、0.2σc）的法向应

力下进行剪切实验，加载方式为分步加载：

先加法向应力再施加剪切应力，直至试件发

生破坏。 

五、资料整理及试验成果 

本次实验研究的试件一共 25 块，实验

数据量庞大，资料比较丰富，具体整理分析

如下： 

A 单轴抗压强度（ c ） 

通过对 10*10*10cm
3
立方体试件进行无

侧限单轴抗压试验，获得力——位移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无侧限条件下，轴向的

破坏荷载分别约为 270kN，进而可得到材料

单轴抗压强度 c 为 MPa27 ，为了剪切试验

时正应力取值方便，取正应力为 25MPa。 

a 材料抗剪强度 

  为了求得材料的抗剪强度参数，通过

三块 10*10*10cm
3
立方体试件在不同应力条

件下进行剪切试验，获得的试验数据如下

表： 

立方体试件破坏时的正应力和剪应力 

 （MPa） 5 10 15 

τ（MPa） 10.6 15.2 16.4 

可以求出材料的抗剪强度参数：

c 8.2667MPa ，
03058.0arctan  。 

立方体试件受剪破坏后如下图： 

 

立方体试件受剪破坏1 

 

立方体试件受剪破坏2 

b 结构面的抗剪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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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 1 结构面加载破坏时的应力值 

 （MPa） 7.5 10 12.5 

τ（MPa） 6.453 8.113 10.022 

4 号结构面加载破坏时的应力值 

 （MPa） 5 7.5 10 12.5 

τ（MPa） 5.388 7.669 9.511 11.129 

 6 号结构面加载破坏时的应力值 

 （MPa） 5 7.5 10 12.5 

τ（MPa） 6.079 7.263 10.7 11.993 

8 号结构面加载破坏时的应力值 

 （MPa） 5 7.5 10 12.5 

τ（MPa） 6.375 8.318 11.709 13.223 

10 号结构面加载破坏时的应力值 

 （MPa） 5 7.5 12.5 

τ（MPa） 6.864 9.951 14.476 

 不同编号的结构面的抗剪强度参数 

编号 1 4 6 8 10 

jc

（MPa） 

1.4205 1.7515 1.5961 1.529 2.1034 

j

（°） 

33.82 37.33 40.27 43.75 44.98 

相关系

数 
1 0.9969 0.9791 0.9897 0.9 

在加载条件下，结构面的综合抗剪强度

参数具有如下变化规律： 

（1） 随着结构面粗糙度的增大，结构

面的综合抗剪强度参数 jc
基本呈增大趋势； 

 （2） 结构面的综合抗剪强度参数
j
也随结构面粗糙度的增大而增大。 

    （3）结构面的综合抗剪强度参数 j
的

增长率随着粗糙度的增大而减小。 

 在通常情况下，对于均质材料而

言，结构面的综合抗剪强度参数 jc
、 j

都

是不发生变化的。但在本次试验中，几乎所

有试件都是先发生一定程度的爬坡效应之

后被剪断的，而不是单一爬坡效应或切齿效

应，正是由于有爬坡效应发生，使得剪断齿

尖的面积在发生变化，所以结构面的综合抗

剪强度参数 jc
、 j

在发生变化。在同一应

力水平下，随着粗糙度的增大，试件发生爬

坡的程度越小，齿的剪切抵抗越大，剪断齿

尖的面积越大，因此， jc
就越大。由于爬坡

效应的存在， j
随粗糙度的增大而增大。 

不同 JRC 的结构面受剪破坏后如下图： 

 
10 号结构面（12.5MPa） 

  
10 号结构面（5.0MPa） 

B 结构面扩容曲线 

根据不规则结构面试验数据，以结构面

的剪切位移与法向变形分别为横坐标和纵

坐标，能够获得反映结构面扩容特性的曲

线。 

通过把每条扩容曲线的第二阶段截取

出来，拟合出每条曲线第二阶段的斜率，便

可得到每条曲线的平均爬坡角。 

5MPa 时各结构面平均爬坡角 

编号 1 4 6 8 10 

爬坡角 4.3° 4.5° 4.9° 5.8° 9.2° 

7.5MPa 时各结构面平均爬坡角 

编号 1 8 10 

爬坡角 2.1° 3.2° 4.2° 

10MPa 时各结构面平均爬坡角 

编号 1 4 8 10 

爬坡角 2.4° 4.8° 4.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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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MPa 时各结构面平均爬坡角 

编号 1 8 10 

爬坡角 2.4° 2.7° 4.4°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所求得的平

均斜率在各级荷载下基本满足随着粗糙度

的增加而增加。可是从数值大小来看都只有

0.05到0.1左右，算的平均爬坡角只有 05 到
08 左右，过于偏小。这是由于不规则结构面

受剪切时是十分复杂的，结构面虽然存在着

较明显的爬坡效应，但是并不会出现像规则

结构面那样明显的法向位移（只有 0.1mm 以

下），而同时却产生较大的水平向位移（都

在 1mm 以上），这就导致通过这种方法求得

的平均爬坡角很小。而本次试验主要的意图

是找到粗糙度 JRC 与角度的数值关系，所以

这种方法求得的平均爬坡角对本次试验结

果没有太大意义，只能作为侧面的参照。 

六、经验强度公式分析 

强度和变形的分析都没达到定量评价

粗糙度对结构面影响的目的，我们只能借助

经验强度公式来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法向应

力、剪切应力和平均爬坡角也可以通过下式

表示出来： 

 c0 K)K(tan  in  

式中，Ki 为加载时结构面内摩擦角修正

系数，Kc 为加载时结构面内聚力修正系数，

公式中的β也可以理解为与结构面的粗糙

度有一定的关系参数。参考本次实验的结

果，在剪切条件下，各参数可取如下值：φ

₀=36°，Ki=0.21，Kc=0.037。此公式中φ₀

与巴顿公式中的基本摩擦角的定义不同，这

里的φ₀是经验强度公式中的一个参数值。

把正应力和剪切应力代入上式可得不同应

力下各结构面的平均爬坡角如下表： 

5MPa 时各结构面平均爬坡角 

编号 1 6 8 10 

JRC 1 11 15 19 

β 56.98 68.38 74.69 84.38 

 

7.5MPa 时各结构面平均爬坡角 

编号 1 10 

JRC 1 19 

β 22.12 80.31 

10MPa 时各结构面平均爬坡角 

编号 1 4 6 8 

JRC 1 7 11 15 

β 14.33 35.71 51.65 63.86 

12.5MPa 时各结构面平均爬坡角 

编号 1 4 6 8 10 

JRC 1 7 11 15 19 

β 12.78 26.77 36.97 50.22 62.48 

通过所求得的各结构面平均爬坡角，可

以拟合出各应力下爬坡角和 JRC 的数值关

系。 

从上面的数值拟合可以得出： 

b = 1.3156 n 2
 - 28.844 n  + 164.51 

k = -0.1031 n 2
 + 1.9754 n  - 5.8238 

式中 b 为截距；k 为斜率。 

把截距 b 和斜率 k 代入公式β=k 

JRC+b 得爬坡角和 JRC 之间的最终表达式： 

β= JRC•（1.3156 n 2
 - 28.844 n  + 

164.51）-0.1031 n 2
 + 1.9754 n  - 5.8238 

以往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结构面表面几

何特性描述。巴顿提出的 10 条标准剖面线，

并提出了一个评价体系。由于评价的方法采

用半定量的方法，其中存在着许多人为地因

素，他们对结构面表面粗糙程度，没有结合

实际的力学响应对结构面的变形特性作出

准确的合理的定量评价。或者说，目前对结

构面表面粗糙程度的研究，只是建立在对其

表面几何特性的评价，没有依据结构面在外

力作用下，某种表面几何特性所反映的变形

特征进行分析。而本实验利用人工材料浇注

成得试件，进行剪切试验，并结合规则结构

面剪切试验的成果，分析结构面表面粗糙程

度对强度的影响，最终得到上面的公式，完

成了粗糙度对强度影响的定量评价。 

七、结论及建议 

本次研究采用不规则结构面进行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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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粗糙度和不同应力下的剪切实验，对不规

则结构面的力学和变形特性做了基础性的

研究，并对其做了定量的研究，总结出了以

下几点规律性的结论： 

（1） 随着结构面粗糙度的增大，结构面

的综合抗剪强度参数 jc
基本呈增大趋势； 

（2） 结构面的综合抗剪强度参数 j
也

随结构面粗糙度的增大而增大。 

（3） 结构面的综合抗剪强度参数 j
的

增长率随着粗糙度的增大而减小。 

（4） 结构面粗糙度越大、施加的正应力

越大剪齿效应越明显，而在小应力作用下， 

粗糙度小的结构面主要表现出爬坡效应。 

（5） 在较小法向应力下，粗糙度小的结

构面的剪切位移曲线多表现出软弱型；而在 

较大的法向应力作用下或是结构面粗糙度

较大时，切齿效应较为明显，则结构面的剪

切位移曲线多表现出切齿型。其中也有些曲

线表现出间断起伏型，是因为先后剪断数个

突出物而表现出的变形特性，表现出不规则

结构面受剪切时的复杂性。 

（6） 剪切实验结构面的扩容曲线，可分

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施加正应力和剪 

切力初期时的体积压缩阶段；第二阶段为保

持证应力不变施加剪切力阶段，扩容曲线基

本呈以直线，体积匀速增大阶段，在该阶段

中，曲线的斜率被称作结构面的平均爬坡

角；第三阶段，在即将达到剪切力的峰值时，

扩容曲线的斜率有所降低，这是剪断了突出

物所表现出来的变形特性。平均爬坡角的大

小随着结构面的粗糙程度的增大而增大，而

与正应力的大小基本无关。 

（7） 通过不规则结构面的剪切试验所

得到的扩容曲线拟合出结构面平均爬坡角

和 

JRC 的数值关系公式： 

β= JRC•（1.3156 n 2
 - 28.844 n  + 164.51）

-0.1031 n 2
 + 1.9754 n  - 5.8238 

此关系式定量评价了粗糙度对结构面强度

的影响。 

    由于试验仪器和实验过程中难免存在

一定误差，以及试件数量和时间的限制，以

上得出的结论可能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在

以后的学习中将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

探讨，使其更加完善。 

 本次试验采用了五种不同粗糙程度的

结构面和四个不同大小法向应力进行研究，

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增加更多粗糙度的结构

面，法向应力也应采用更多级别、相差更小

的荷载，也可以采用确定不同切向荷载的加

载方式。另外，试件加工时，如果能在震动

台上进行浇注，对结构面齿的密实度将有更

大的提高，对结构面强度的离散性也有提

高，还应注意试件表面的平整度，这对试件

的受力情况有很大影响。提高试件密实度和

表面平整度对结构面力学特性的规律性的

研究更加有利。 

该课题无论在研究范围还是在深度上

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岩体工作者们必须开

拓视野，勇于创新，从而为该项研究做出更

全面而深人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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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星海湾古城堡改造项目获辽宁省 2011 年度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 

项目概况 

大连星海湾古城堡改造项目，由两组塔楼及裙房组成，其中塔楼一为酒店，地上 17-21层，

裙房为地上四层，整体设置地下三层；塔楼二为酒店式公寓，地上 10-12层，塔楼部分设置地

下二层，裙房部分设置地下三层。 

设计特点 

本设计方案包含北侧 5处边坡设计，北侧挡墙加固设计，道路两侧挡墙设计。边坡位于酒

店西北侧，边坡高度 5.00~29.00m，坡度 70~75°边坡安全等级一级，采用现浇砼板+预应力锚

索的支护形似，锚索采用压力型锚索，边坡最高处设置 9层锚索，最长锚索近 20m；加固挡墙

位于酒店北侧，墙高 7.80m（8.80m），采用现浇砼板+预应力锚索的支护形似，锚索采用压力

型锚索，普遍设置 3层锚索，锚索最长 12m。道路两侧挡墙，高度 1.5m~6.0m，长度约 180m，

道路北侧挡墙采用扶壁式钢筋混凝土挡墙，墙下设人工挖孔桩基础；道路南侧挡墙采用悬臂式

桩板墙，基础桩及悬臂桩均采用人工挖孔桩，桩径 800~1200mm。 



 

183 

      

 

大连石槽渔夫码头 

工程概况：本工程位于大连市老虎滩石槽村，滨海东路旁，为大连石槽渔夫码头琥珀湾项目

外围道路挡墙，高度约为 8 米。 

支护结构形式：挡墙采用双排扶壁式钢筋混凝土挡墙组合结构+下部桩基础（换填地基、旋

喷桩地基处理地基）。挡墙排水采用在两级墙之间设置碎石排水暗沟。 

设计主要难点及特点：①本工程采用了双排钢筋混凝土扶壁挡墙组合结构，结构形式比普

通扶壁挡墙复杂；两排挡墙之间设置绿化带，绿化带下部设置碎石暗沟，即保证了结构安全及

挡墙排水，又符合景观要求；②本项目地基岩土体变化较大，岩石面埋深变化较大，基础方案

主要采用桩基础，局部采用旋喷桩地基处理或换填等措施；③为配合景观要求，增加了分割墙

及柱子做法。 




	35期院刊-封二
	35期院刊全文
	35期院刊-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