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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扬长江大桥北锚特深基坑支护方案安全系数及
破坏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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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扬长江大桥北锚特深基坑设计尺寸达 69 m×50 m×50 m，支护方案为嵌岩地连墙加内支撑结构形式。为

深入了解该基坑支护方案的安全情况，并预测其可能的破坏形式，在模拟施工过程的三维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的基
础上，通过人为加大土体自重直至支护结构破坏的方法，对该基坑进行了破坏模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该基坑
的破坏将始于支撑的压坏，进而使地连墙屈服或折断。而在不同开挖深度下，基坑的破坏形式有所不同，开挖深
度越大，破坏造成的危害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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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ze of the north anchor pit of Runyang Bridge is about 69 m×50 m×50 m. The support for this
pit is concrete diaphragm wall with internal support structure，and the diaphragm wall is embedded into rock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afety coefficient and the failure process of this pit，3D nonlinea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with ANSYS. The excavation process is simulated with the “element dead/active” function of ANSYS.
The self-weight of soil in finite element model is increased hypothetically until support structure fails，so that the
failure process of support structure can be simulated. Comparing the assumed self-weight of soil with the true
value，the safety coefficient of the pit can be obtained.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ll the failures of the pit
begin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l support and the failure models are different in various excavation depths.
This method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other pits if their support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stiff.
Key words soil mechanics，deep foundation pit，3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failure model
土，48 m 以下为基岩，各层土体的基本力学参数见

1

研究背景

表 1。采用钢筋混凝土地下连续墙加内支撑的基坑
支护体系。地下连续墙进入基岩深度平均约为 3 m。

润扬长江大桥北锚特深基坑位于长江岸边，设

从地表以下 2 m 开始，每隔 4 m 设置一道内支撑，

计尺寸为 69 m×50 m×50 m。基坑所在场地地表

支撑结构平面布置见图 1。在基坑开挖前，先完成

以下 16 m 为淤泥质土，地表以下 16～48 m 为砂

地下连续墙的施工，内支撑随挖随撑，层间间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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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 10～15 d。由于该基坑工程尺寸大，支护结构

相当于该单元不再发挥作用。而“激活”单元，就

空间作用明显，施工周期长，环境复杂，为了深入

是让已经“杀死”的单元恢复到它原先的刚度和质

了解该基坑支护方案安全储备情况，并预测其可能

量，这时候的单元既没有初始应变，也没有初始应

的破坏形式，在三维非线性模拟施工过程的有限元

力。例如，本模型中，地连墙的板单元是附着在土

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人为加大土体自重直至支护结

体单元上的，在土体自重沉降过程中，地连墙被“杀

构破坏的方法，对该基坑进行了破坏模拟分析。

死”
，对土体自重沉降完全没有影响。而在沉降计算
完成后，则“激活”地连墙单元，开始发挥作用。

表 1 土的力学参数

这时候它虽然已经有了变形，但是程序假设其内力

Table 1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oil
ϕ

深度

比

/ kPa

／（ ）

/m

0.35

13

5

0～－12

土体

土体自重 弹性模量 泊松

编号

性质

/ kN·m

/ kPa

18 100

3 000

－3

为零，这与工程中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c

土层

淤泥
1

质土

～ 9]

岩土采用的是 Drucker-Prager[7

理想弹塑性本

构模型，其各项基本参数同表 1。因为是水土合算
分析，所以将各层土体的泊松比提高至 0.45，使施

淤泥
2

2.2 岩土参数

质土

17 900

8 000

0.3

10

9

－12～－16

3

砂土

19 000

15 000

0.3

5

27

－16～－35

4

砂土

19 000

30 000

0.25

2

30

－35～－48

5

基岩

22 000

2×106

0.25

加在地连墙上的土水合压力与实测值相接近。
为了了解支护结构的破坏过程，通过增大土体
自重(相当于增加土水压力)的方法来增大外荷载。
先后计算了以下 3 种虚拟荷载工况：
虚拟荷载工况 A：岩土自重增大 2 倍
虚拟荷载工况 B：岩土自重增大 2.2 倍
虚拟荷载工况 C：岩土自重增大 2.5 倍
由于本基坑的支护结构刚度较大，作用在支护
结构上的荷载与土体自重基本成线性关系，因此，
这种分析安全储备的方法是合理的。
2.3 混凝土参数
由于是进行安全系数分析，故材料强度不再乘
以分项系数，而直接使用强度标准值。

图1
Fig.1

支撑结构平面布置

Planar arrangement of internal supports

地连墙混凝土采用弹塑性材料模型，根据施工
图，地连墙的屈服弯矩为 5 762 kN·m，采用等效
屈服弯矩的方法，设定地连墙材料的屈服强度为

2

研究方法

25 MPa；支撑采用弹性-断裂模型，即当支撑应力高
于极限值的时候，认为该支撑断裂，退出工作。实
际支撑杆件混凝土强度普遍超过 C40，考虑到受压

2.1 计算模型
计 算 软 件 采 用 美 国 ANSYS 公 司 开 发 的
[1， 2]

ANSYS

三维大型有限元计算软件，使用整体三
[3～6]

维非线性土水合算有限元模型

。土体采用 20 节

点三维实体单元，钢筋混凝土地连墙采用 8 节点三
维板单元，钢筋混凝土内支撑为空间梁单元，计算

失稳问题，支撑的平均长细比为 17，根据《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J10-89，将支撑极限压应力降低
至 26 MPa。
2.4 施工过程模拟
在支撑和地连墙没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施工

范围为 3 倍基坑的面积。为了真实地模拟支撑结构

过程仍按照实际施工过程模拟。当支撑出现破坏时，

和土体之间的共同作用及不同施工方案对支护结构

则停止开挖，开始进行破坏分析。每当有一根构件

的影响，笔者使用了 ANSYS 的单元“生死”功能

退出工作(有时是几根支撑同时退出工作)，则记为

来模拟土体开挖和支护施工。所谓“杀死”单元，

一个“破坏步”
，记录下此时的变形和内力。随着构

就是将该单元的刚度和质量都乘以一个很小的数，

件逐个退出工作，便得到了整个基坑的破坏过程。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 1908 •

2004 年

以土体的真实重度为基准荷载，在该荷载作用

连墙最大位移为 14.9 cm， Ä / H = 3‰；地连墙最大
应变为 2.26‰，其中塑性应变为 0.77‰，位于嵌岩

下，计算得到支撑的最大应力为 13.4 MPa；地连墙

段，参见图 3。可见在本工况下，支撑已经达到其

最大位移为 8.26 cm， Ä / H = 1.65‰，地连墙最大应

极限轴力，在最后一层开挖过程中就可能发生破

变为 1.04‰，未出现塑性。可见在基准荷载下整个

坏，也说明原支护方案的安全系数在 2.0～2.2 之

支护结构都是安全的。

间。

2.5 基准荷载作用下支护结构的变形和内力

3

虚拟荷载工况 A 计算结果

－0.002 5
－0.001 97
－0.001 441
－
－0.912×10 3
－
－0.383×10 3
－
0.147×10 3
－
0.676×10 3
0.001 205
0.001 734
0.022 64

本工况中，土壤自重均被乘以 2，得到的土水
合压力约为实际值的 2 倍。
计算得到支撑的最大应力为 25.6 MPa，稍低于
极限值 26 MPa；地连墙最大位移为 13.4 cm，
Ä / H = 2.68‰；地连墙最大应变为 2.17‰，其中塑
性应变为 0.69‰，位于嵌岩段，参见图 2。可见支
撑和地连墙变形都没有问题，而地连墙的嵌固端可
能会开裂并超过其屈服弯矩。因为其最大应变仍小
于规范规定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3.3‰，且考虑到
有限元分析中难以避免的应力集中问题，笔者认
为，在该工况下，整个支护方案仍然是安全的，即
其安全系数将略大于 2.0。

图3
Fig.3

虚拟荷载工况 B 破坏前地连墙应变

Strain in diaphragm wall before failure under
assumed load case B

按 2.3 节中提到的方法让支撑破坏，并逐步记
录下其轴力、位移和应变，便可以得到在该情况下
整个支护体系破坏的过程。模型中支撑逐步破坏的

－0.002 388
－0.018 82
－0.013 76 －
－0.870×10－3
－0.363×10－3
0.143×10－3
0.649×10 3
0.001 155
0.001 661
0.002 167

过程如图 4 所示，为了清晰起见，只显示 1/4 模型，
破坏的支撑不再显示。
支撑破坏的基本过程是：受力最大的第 10 层小
斜撑最先破坏；破坏的小斜撑的荷载迅速转嫁到同
层的大斜撑及相邻各层的斜撑上，造成这些斜撑接
连破坏；大量斜撑逐步退出工作，相应的短边的位
移也迅速增长；在斜撑退出工作的同时，对撑的轴

图 2 虚拟荷载工况 A 地连墙应变
Fig.2

Strain in diaphragm wall under assumed load case A

力也在迅速增长，其中，中间几层对撑的轴力增长
最快，随后，中部的对撑压溃退出工作，长边位移
迅速增加并超过短边；最后，除第一层和最后一层

虚拟荷载工况 B 计算结果

支撑外，其他各层支撑基本被破坏殆尽。

本工况中，土壤自重均被乘以 2.2，得到的土水

位移(长边)达到了 60 cm，且此后有限元分析不再收

合压力约为实际值的 2.2 倍。计算结果表明，该工

敛。在实际工程中，达到这样大的位移时土体已经

况下最终支撑将大部分被破坏，地连墙折断，基坑

彻底坍塌了，说明计算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破坏分

发生整体滑移破坏。

析”的要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最先破坏的

计算结果表明，在开挖最后一层前，支撑最大
应力仍然小于 26 MPa，而最后一层开挖完成后，支

是斜撑，对撑仍然完好，所以长边的位移一开始增

撑的最大应力为 27.2 MPa，高于极限值 26 MPa；地

使得长边位移还出现了短暂的减小。但是，当对

4

长边与短边中点的位移发展如图 5 所示，最大

加得并不显著，而且，由于短边位移的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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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cm
20

0

40

60

80

0
－10

深度/m

－20
－30

开挖完成
破坏第 4 步
破坏第 7 步
破坏第 11 步
破坏第 16 步

－40
－50

(a) 破坏前支撑分布
－60

(a) 长边中点位移
大量小斜撑
位移/cm

和部分大斜
10

0

撑已经破坏

20

30

40

0
－10

深度/m

－20
－30
－40

开挖完成
破坏第 4 步
破坏第 7 步
破坏第 11 步
破坏第 16 步

(b) 斜撑大量破坏(破坏第 7 步)
－50
－60

大量对撑已经
破坏

(b) 短边中点位移

图5
Fig.5

长、短边中点的位移

Displacements of the middle points of long and short
sides

撑开始破坏以后，长边的位移就急剧增大并最终超
越短边，而此时短边位移反因受到长边位移的影响
(c) 对撑大量破坏(破坏第 11 步)

而增长趋缓。
最后破坏时地连墙的应变分布如图 6 所示。可
以发现，由于中部位移的急剧增加，最大应变已经
从底部嵌岩部分转移到了中部最大变形处。最大应
变达到了 0.010 9。事实上，这部分地连墙已经因为
变形过大而彻底破坏，不能再发挥作用。
土体塑性区分布随破坏过程的变化如图 7 所
示。在破坏发生以前，塑性区基本集中在坑底回弹
区，后在基坑中部迅速发展，先出现在短边，后出
现在长边。最后接近破坏时，在长边形成了一个由

(d) 最后残存的支撑(破坏第 16 步)

图4
Fig.4

支撑的破坏过程

Failure process of support structure

基坑中部至地表的塑性滑移带，长边中部以上土体
整体失稳破坏。综合整个变形破坏分析，在本工况
下，整个基坑破坏的全过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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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压力约为实际值的 2.5 倍。计算结果表明，本工
况下基坑在浅层就会发生支撑破坏，但是，由于开
－0.008 57
－0.006 403
－0.004 235
－0.002 067 －3
－0.100×10
0.002 268
0.006 604
0.008 771
0.001 661
0.010 939

挖深度较浅，土水压力差不是很大，最终破坏变形
可能会稳定下来。
在本工况中，当开挖至第 7 层时，支撑就因为
超过极限应力而发生破坏，破坏首先发生在第 5 层
单侧的小斜撑上，随后向相邻层发展并使得该侧几
乎所有的大斜撑和小斜撑都破坏。但是，由于开挖

图6
Fig.6

最终破坏时地连墙应变分布

深度不是很深，加上斜撑破坏释放了土应力，所以

Strain in diaphragm wall at the end of failure

最后变形稳定时，另一侧的斜撑只有少数破坏，而
对撑几乎完好无损。
随着支撑逐个退出工作，基坑变形也一直在增
加。斜撑破坏严重的短边位移从 14.3 cm 增大至 24
cm。而长边因为对撑未被破坏，位移一直在 15.6～
17 cm。长、短边位移发展参见图 8。
位移/cm

(a) 开挖完成后土体内塑性

(b) 短边中部出现塑性区

区分布(最大塑性应变 0.0024)

0

40

20

0

80

60

(最大塑性应变 0.0044)
－10

塑性滑
移带
深度/m

－20
－30
－40

破坏前位移
破坏第 3 步位移

－50

破坏第 7 步位移
破坏第 11 步位移

－60

(c) 长边中部出现塑性区

(d) 基坑中部以上土体整体滑移

(最大塑性应变 0.0424)

图7

破坏第 16 步位移

(a) 长边中点位移发展

破坏(最大塑性应变 0.0472)
位移/cm

土体塑性区发展过程
0

Fig.7 Development of plastic strain in soil

5

10

15

20

25

30

0
－10

(1) 支撑首先压溃或失稳；
增大，最终在中部折断；
(3) 基坑中部以上土体整体滑动破坏。
此外，基坑外侧地表部分土体也因为变形过大
而出现塑性区。

－20

深度/m

(2) 由于大量支撑破坏，地连墙中部变形不断

－30

破坏前位移
破坏第 3 步位移

－40

破坏第 7 步位移
破坏第 11 步位移

－50

破坏第 16 步位移
－60

5

虚拟荷载工况 C 计算结果

(b) 短边中点位移发展

图8

本工况中，土壤自重均被乘以 2.5，得到的土水

长、短边的位移发展

Fig.8 Displacement development of long and short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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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支撑上，地连墙有可能幸免；而在较深

位于嵌岩段，塑性应变非常小。支撑破坏后变形稳

深度，因为内外土压力差过大，足以使地连墙折断，

定时，最大应变为 2.25‰，塑性应变约为 1‰，仍

基坑周围土体整体滑动，最终整个基坑彻底毁坏。

然小于混凝土最大压应变 3.3‰。所以，这时地连墙

(4) 由于地连墙底部嵌岩，因此，破坏时坑外

并没有折断，仍然可以发挥挡土作用。

土体整体滑动的塑性滑移带将位于基坑的中部。

在本工况下，土体内部塑性区始终位于基底的

(5) 该支撑杆件体系设计基本没有赘余杆件，

土壤回弹区内，没有像工况 B 那样形成整体滑移

任何一个支撑杆件的破坏都可能引起其他支撑杆件

带，这也是变形能够最后稳定下来的重要原因。

的连锁破坏，并可能导致整个支护体系的失效，支

对比虚拟荷载工况 B 和虚拟荷载工况 C，可以

撑的施工应该尽量仔细。

看出，当破坏出现较早的时候，因为坑内还有较多

(6) 基坑施工至接近底部时，发生基坑整体破

的土体存在，内外压力差不是很大。在部分支撑破

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施工越往下，越要小

坏、土体应力得到释放后，依靠剩余的支撑和地连

心谨慎。

墙共同作用，位移最后可能趋于稳定。同时，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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