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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software Plaxi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deep foundation pit of the 

Nanjing Metro Engineering Second-Bridge-Park Sta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monitoring values of the surface settlement 5m away from the foundation pit as well as two typical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the pile, indicat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The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oil deformation, surface settlement, pile 

displacement and pile stress in the soil-rock combination stratu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ile deformation mainly occured in 

the soil part in the deep foundation pit of soil and rock combination stratum. Moreover,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was below 

the middle part of the soil part; the maximum surface settlement was located 0.35H away from the pile (H was of excavation 

depth); the sudden change of the pile body was basically 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oil and the rock as well as the bottom part 

of the pit, which showed that the deformation of the foundation pit of the soil-rock combination stratum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ickness of the soil layer and the excavation depth of the foundation pit. Numerical simulation using Plaxis software could 

provide a proof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foundation p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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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基于有限元计算软件Plaxis，对南京地铁工程二桥公园站深基坑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其计算结果与距离基坑外

5m处地表沉降监测值及两个代表性的桩体深层水平位移相比基本吻合，说明了其模型的可靠性。利用本模型分析深

基坑开挖对土岩组合地层中土体变形、地表沉降、桩体位移和桩体的受力情况，其结果表明：在土岩组合地层中，

桩体变形主要发生在土体部分，而且最大位移处于土体中下部；地表沉降最大值位于距离桩体0.35H（H为基坑开挖

深度）处；桩体受力骤变位置基本处于土岩分界处和坑底部分，说明土岩组合地层基坑的受力变形情况与土层的厚

度和基坑的开挖深度有很大关系。利用Plaxis 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对基坑的设计、施工提供依据，具有一定的工

程参考价值。 

 



507 郭康 等：土岩组合地层深基坑变形与受力数值分析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土岩组合地层，深基坑，有限元，基坑变形，基坑受力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地铁在公共交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随之各种

深基坑、超深基坑和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基坑不断涌现。在

基坑开挖过程中，基坑两侧土体的原有应力状态被破坏，

从而引起土体的应力重新分布，导致基坑两侧岩土体受力

变形，对既有建筑物或构筑物产生影响[1]。因此，全面了

解基坑两侧岩土体在基坑开挖过程中的受力变形情况显

得尤为重要。对于纯土体基坑支护设计理论已经基本成熟，

但是在土岩组合二元地层中的基坑设计仍然是个难题。刘

红军等[2]，通过实测数据与有限元分析结果对比，得出在

上覆土层较薄的岩石地区，围护结构的变形主要出现在土

层部分。王惠民[3]等，对内支撑支护深基坑开挖全过程进

行了数值模拟，得出了支撑刚度对支护桩位移、支撑轴力

的影响规律。 

本文运用岩土有限元分析软件PLAXIS 2D对土岩组

合地层进行基坑分层开挖模拟，得出内支撑轴力、桩体水

平位移和坑外地表沉降变化规律，为此类基坑的设计与施

工提供依据。 

2．．．．工程概况工程概况工程概况工程概况 

2.1．．．．工程地质与水文条件工程地质与水文条件工程地质与水文条件工程地质与水文条件 

该工程为南京地铁一号线北延工程二桥公园站，该车

站深基坑位于栖霞区太新路上，基坑开挖深度为

18.5~23.84m，基坑长为325.5m，宽为24m，属大型深基坑

工程。二桥公园站南侧为空旷地带，基坑北侧为笆斗山古

墓葬群保护区，规划为笆斗山主体公园；地下水包括地下

潜水和岩层裂隙水。地下潜水初见水位埋深  0.60m～

8.70m，稳定水位埋深 0.90m～9.20m。 

拟建站区地处阶地，阶地间坳沟地貌单元，上部分布

为素填土，下部普遍分布为可塑状黏性土，强度中等；下

部土层主要为可塑~硬塑黏性土，强度中等~中高；下伏基

岩为侏罗系象山群砂岩，受地质构造和风化作用的影响，

局部裂隙较为发育，岩石强度变化较大。各土层物理参数

见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二桥公园站详细工程地质勘查资

料）。 

2.2．．．．基坑设计概况基坑设计概况基坑设计概况基坑设计概况 

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及基坑挖深，本深基坑

采用顺作法整体施工方案，基坑支护采用排桩内支撑支护

方式。附属围护结构均采用钻孔灌注桩+旋喷桩止水支护

形式，围护桩采用Φ1000@1400钻孔灌注桩，混凝土采用

C35，基坑围护桩嵌固深度 2.5～8m；设三道支撑，第一

道为钢筋混凝土支撑（断面尺寸 800mm×800mm，间距为

9.7m，混凝土标号为C35），其余支撑为Φ609，长度21.9m，

厚度16mm钢管支撑，分别距桩顶8m，15m，水平间距为

3m；四周采用Φ800@1400三重管旋喷桩止水帷幕。 

3．．．．基坑监测基坑监测基坑监测基坑监测 

本工程共进行6项监测项目：桩顶水平位移、围护桩

深层水平位移（测斜）、地表沉降、内支撑轴力、地下水

位监测、立柱沉降。基坑监测点如图1所示。剖面EF为典

型剖面，基坑典型剖面图如图2所示。

 

图图图图1 基坑测点布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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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 基坑典型剖面。 

表表表表1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地层名称地层名称地层名称地层名称    

层厚层厚层厚层厚    重度重度重度重度    弹性模量弹性模量弹性模量弹性模量    泊松比泊松比泊松比泊松比    黏聚力黏聚力黏聚力黏聚力    内摩擦角内摩擦角内摩擦角内摩擦角    

/m γ/(kN/m
3333

)))) En/Mpa ν c/kPa φ((((°））））    

1 ①-素填土 2.2 18.5 5.00 0.38 15.0 12.0 

2 ②-1粉质黏土 3.0 19.1 5.94 0.32 18.0 17.1 

3 ③-2粉质黏土 4.0 19.1 6.33 0.30 28.0 18.0 

4 ③-3粉质黏土 5.0 19.6 8.49 0.28 56.0 22.8 

5 强风化砂岩 1.8 21.0 30.00 0.22 43.0 30.0 

6 中风化砂岩 3.0 26.0 4.14×103 0.18 900.0 42.0 

7 微风化砂岩 

 

30.0 1.70×104 0.12 1200.0 57.0 

 

4．．．．数值模拟数值模拟数值模拟数值模拟 

为简化计算，对有限元模型建立如下假设：①基坑开

挖采用平面应变模型；②围护结构及内支撑采用弹性受力

状态，围护桩体采用无厚度板单元模拟；③桩体施工及开

挖引起的土体应力改变不予考虑[4]。 

4.1．．．．本构模型的选取本构模型的选取本构模型的选取本构模型的选取 

Plaxis具有线弹性模型、Mohr-Coulomb模型、土体硬

化模型、小应变土体硬化模型、软土蠕变模型等。本文分

析土体采用Mohr-Coulomb模型；众所周知，土在外力作

用下会产生可以恢复的弹性变形和不可恢复的塑形变形。

本文应用Mohr-Coulomb模型更接近土受力实际情况[5-8]。 

土的特性是部分弹性和部分塑形，其变化可以假定为

弹性和塑形两部分[9]，得 

ij ij e ij pd ( d ) ( d )∈ = ∈ + ∈             (1) 

假定塑形应变增量与塑形势Q的应力梯度成正比，得 

ij

ij

Q
( d ) d

Q
λ ∂∈ =

∂             (2) 

式中 λd 为比例常数。塑形势函数Q为 

1 2Q I Jα= +              (3) 

支护桩采用等效厚度的板单元来模拟，围护结构与土

之间采用零厚度接触面单元模拟土与结构相互作用；

Plaxis 2D中锚锭杆是具有一个节点的弹性弹簧单元，一端

固定，弹簧刚度（轴向刚度）为定值，可用锚锭杆来模拟

内支撑。 

4.2．．．．模型的建立模型的建立模型的建立模型的建立 

该模型采用二维平面应变模型，网格划分采用15节点

三角形单元。有限元模型中取基坑的开挖深度为 

19m，宽为24m。为简化计算，取1/2基坑尺寸进行建

模，即模型坑内宽度为12m。Lim and Briaud[10]等人的研

究表明基坑开挖竖直影响范围为基坑深度的3倍左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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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开挖模型的建立，在水平方向上，模型的坑内部分自基

坑中心至支护桩，坑外部分为基坑开挖深度（H=19m）的

4倍，自支护桩向外延伸76m；竖直方向为3倍基坑开挖深

度，设置为57m[11,12]。该模型总尺寸为88m×57m。 

4.3．．．．模型参数计算与赋值模型参数计算与赋值模型参数计算与赋值模型参数计算与赋值 

利用板单元来模拟钻孔灌注桩，根据等效厚度理论，

计算公式如下： 

3

1
0 838

1

d . D
t

D

=
+

              (4) 

式中，�为等效厚度，�为桩直径，�为桩净距。 

板结构的轴向刚度表示为： 

EA Edh=                (5) 

式中�为板材料的弹性模量，根据混凝土等级，本文�

取� � 32 � 10
�
	�，�为单位高度，取1m。板结构的抗弯

刚度表示为： 

3

12

d h
EI E=              (6) 

由以上参数求得板单元的参数如表2。 

由支撑的参数求得内支撑的参数如表3。 

表表表表2 板单元特性。 

轴向刚度轴向刚度轴向刚度轴向刚度 EA/(kN·m-1) 抗弯刚度抗弯刚度抗弯刚度抗弯刚度 EI/(kN·m-1) 等效长度等效长度等效长度等效长度 d/m/m/m/m 等效板重度等效板重度等效板重度等效板重度 w/(kN·m-2
)))) 泊松比泊松比泊松比泊松比 ν 

2.003×107 6.542×105 0.626 14.398 0.200 

表表表表3 内支撑材料特性参数。 

 轴向刚度轴向刚度轴向刚度轴向刚度 EA/(kN·m-1) 等效长度等效长度等效长度等效长度 /m 支撑间距支撑间距支撑间距支撑间距 Ls(m) 支撑预应力支撑预应力支撑预应力支撑预应力 F0(kN) 

钢筋混凝土支撑 2.05×107 6.00 9.70 0.00 

第一道钢支撑 6.50×106 10.00 3.00 100.00 

第二道钢支撑 6.50×106 10.00 3.00 200.00 

4.4．．．．模拟施工过程模拟施工过程模拟施工过程模拟施工过程 

对于该计算剖面模拟施工过程分6个阶段进行：①嵌入灌注桩和设置第一道钢筋混凝土支撑，灌注桩打入深度为

22m；②降水并开挖至7m深；③施工第一道钢支撑，施加预应力100kN；④降水并开挖至12m深；⑤施工第二道钢支

撑，并施加预应力200kN；⑥降水并开挖至19m深。根据典型剖面建立的几何模型和最终施工图如图3所示。 

 

图图图图3 几何模型及最终施工图。 

5．．．．计算结果及分析计算结果及分析计算结果及分析计算结果及分析 

经过程序计算后，最终结果输入如图4所示，其中位移放大50倍。该模型共生成20555个节点，基坑外地表最大沉

降为13.8mm，位于距离桩体6.6m的位置。基坑开挖过程中，桩体产生了向基坑内侧的变形，且变形量随着深度的增加

先增大后减小。桩体的变形主要发生在土体层中，中风化砂岩层基本没有发生变形。桩的最大轴力为-1009kN，位于

距地表18.6m处；最大剪力为-493kN，位于距地表16m处；最大弯矩为-1229kN•m，位于距地表16.1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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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4 最后输出界面。 

5.1．．．．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 

取基坑外5m处监测点DB19-02、DB28-02为实测点，

地表的沉降监测值和计算值对比如图5所示。由图所示，

坑外5m处地表沉降计算值略大于实测值，这是因为开挖

时基坑受到空间的、三维的约束，而数值模拟计算值是完

全理想的二维条件下得到的，与实际存在差异。在实际情

况下，随着水位的下降，土体会进一步固结，使土的力学

参数提高，因此会产生计算值略大于监测值[9]。 

 

图图图图5 坑外5m 处地表沉降。 

取基坑两侧桩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ZQT19、ZQT27

为实测点，图6为基坑开挖结束桩体深层水平位移（测斜）

实测值与计算值对比图。由图可以看出计算值与实测值最

大变形位置基本相符，最大位移处计算值略大于实测值，

这是因为实测值为基坑还没有达到完全稳定状态时所得。

但实测值和计算值在变化 

趋势和数值大小上基本吻合，说明Plaxis建立的模型

是可靠的，能对桩基的受力和变形情况做出有效预测，为

基坑的设计提供有力的证据。 

 

图图图图6 测斜实测值与计算值对比图。 

5.2．．．．基坑变形分析基坑变形分析基坑变形分析基坑变形分析 

（1）基坑外土体变形 

坑外土体变形云图如图7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在竖

直方向上，土体变形主要发生在桩体一半位置偏上，而且，

变形主要存在于土层之中，变形呈现两边小，中间大的“大

肚”状，最大变形位于灌注桩中部偏上。这主要是因为下

部岩石层力学性能高于上部土层，灌注桩嵌入岩层中，桩

体与岩层产生较好的支护作用，自稳性能好。在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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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大，变形逐渐增大。水平方向最大 总位移31.6mm，位于地表以下7.4m位置。 

 

图图图图7 土体变形云图。 

（2）坑外地表沉降 

坑外75m内的地表沉降如图8所示，由图可以发现：

坑外地表沉降随基坑开挖深度的增大而增大，地表沉降随

着距离桩体距离的增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地表沉

降最大值发生在距离桩体6.6m的位置，最大沉降值为

13.8mm。而且，随着基坑的开挖，发生最大地表沉降的

位置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工况3、5地表沉降值较上一工况

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设置内支撑并不会对已沉降的

地表产生影响。图9为基坑外地表沉降计算值与实测值对

比图，由图可以看出，计算值与实测值沉降变化曲线大致

是相同的，均在基坑外7m左右出现沉降最大值，但计算

值略大于实测值。 

 

图图图图8 基坑外侧地表沉降。 

 

图图图图9 地表沉降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图。 

（3）灌注桩变形 

图10为钻孔灌注桩深层水平位移，由图10可以得出：

①由于基坑的开挖使灌注桩产生向基坑内侧的变形，随着

基坑开挖深度的增大，位移逐渐增大；②桩体位移从桩顶

至桩低，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呈“大肚”状，最大位

移在灌注桩中部偏上的位置；③随着基坑的开挖，开挖面

以下土体也发生变形，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大，变形逐渐增

大；④灌注桩最大位移出现的位置，随着基坑的开挖基本

保持不变。基坑开挖结束桩体最大水平位移为31.7mm，

位于距桩顶7.4m处；⑤灌注桩15m以下基本没有发生变形，

这是由于灌注桩上部为易变形的土体，下部为力学性能稳

定的砂岩，不易产生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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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0 桩体深层水平位移。 

5.3．．．．支护结构内力分析支护结构内力分析支护结构内力分析支护结构内力分析 

（1）灌注桩轴力分析 

图11描绘了基坑开挖完全灌注桩轴力随深度的变化

曲线。由图11可以看出：随着桩深的不断增大，轴力逐渐

增大。轴力最大值为1009.8kN·m
-1
，发生在桩18.6m深处。

当桩深达到16m左右的时候，轴力发生第一次突变，第二

次突变发生在桩深19m处。轴力的第一次突变主要是因为

此处是中风化砂岩，中风化砂岩力学性能与土体有显著差

异，使之发生突变。第二次突变是因为基坑已经开挖完全，

达到了基坑开挖深度19m，并且以下为强风化砂岩，岩石

力学性质稳定，有很强大的固定作用，在岩层对灌注桩的

反力作用下，使之发生突变。 

 

图图图图11 轴力变化曲线。 

（2）灌注桩剪力分析 

图12描绘了基坑开挖完全灌注桩剪力随深度的变化

曲线。从图12中可以看出：剪力首先为正值，随着桩深的

增大，剪力呈阶梯型向负向发展，剪力阶梯型骤变的位置

和内支撑设置的位置大致重合。剪力最大值为713.4 

kN·m
-1
，发生在桩16.9m处。剪力发生三次突变，分别为

16m、16.9m和19m，剪力第一次突变和轴力第一次突变发

生位置一致，主要是因为此处是中风化砂岩，中风化砂岩

力学性能与土体有显著差异；第二次突变主要是因为由于

岩层以上的土体压力与岩层对灌注桩的反力相互作用，使

之发生突变；第三次主要是因为此处为基坑开挖深度19m，

由于岩层的嵌固作用使之发生突变。 

 

图图图图12 剪力变化曲线。 

（3）灌注桩弯矩分析 

图13为灌注桩弯矩随深度的变化曲线。 

由图13可以看出：弯矩首先为正值，随着桩深的增大

逐渐变为负值。灌注桩弯矩同轴力和剪力变化曲线类似，

发 

生两次骤变，分别为16m和19m，主要是因为此处为

中风化砂岩和基坑底部。弯矩最大值为-1228.8 kN·m·m
-1
，

发生在桩深16.1m处。 

 

图图图图13 弯矩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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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基于南京地铁一号线北延工程二桥公园站深基坑工

程，利用软件Plaxis对土岩组合地层中的深基坑进行变形

与受力数值模拟，并与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计算

结果和监测数据基本吻合，说明建立的Plaxis模型是可靠

的，证明通过板结构模拟钻孔灌注桩和Mohr-Coulomb模

型模拟土体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在深基坑的设计、施工

过程中，Plaxis对基坑的变形与灌注桩的受力可以进行比

较好的模拟分析，可为基坑的设计、施工提供重要参考。 

在土体变形中，坑外地表沉降随着距离桩体距离的增

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最大沉降位于距离桩体

0.35H（H为基坑开挖深度）处；在土岩组合地层中，桩体

深层水平位移主要发生在土体部分，岩层部分桩体基本没

有发生位移，桩体位移随着桩深的增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

的趋势，呈“大肚”状，桩体最大位移位于土体部分的中部

以下位置，而并不是位于桩顶；桩体内力骤变位置主要发

生在内支撑设置位置、土岩分界位置和坑底部分，因此，

内支撑的设置位置、土体部分厚度和桩体的嵌固深度对基

坑的稳定性有很大影响，Plaxis支护结构内力分析可以对

桩体的刚度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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