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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某大型地下空间深基坑开挖会引起周边箱涵、铁路、桥墩等重要基础设施及房屋建筑物产生不同程度的水

平位移及沉降,可能会影响结构正常使用或危及结构安全.采用大型有限元软件,模拟深基坑开挖过程及支撑施加过程,
计算基坑周围土体变形,通过分析基坑周边建筑物及构筑物的水平位移、水平位移差值、沉降值及沉降差,综合评价深基

坑在开挖的时候,是否需要对周边建筑物及构筑物进行重点监测或加固保护,确保结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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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某大型地下综合体兼有地铁车站、车库、
商场、办公室、设备间等功能,其中,地铁车站 部

分的基坑现已施工完毕,基坑挖深２７．５m;车站两

侧的大型地下空间设计为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基坑挖深１５m,拟 采 用 明 挖 顺 作 方 案 施 工,并 采

用“地连墙＋内支撑”进行基坑围护.紧邻基坑西

部有箱涵穿越;东部沿线有城市高架桥的桥墩;北
部有铁路,距离基坑２０m;西南角有２栋８层砖混

结构房屋,距离基坑３２m;西边有１栋１１层的框

架结构住宅楼,距离基坑３５m.大面积的深基坑

开挖会对周边重要的建筑物及构筑物产生水平位

移及沉降影响,不均匀的沉降还会造成建筑物及

构筑物倾斜.为确保结构安全,采用大型有限元

软件 Midas/GTS建立基坑围护结构和周边土层

的有限元模型,通过“去除”坑 内 土 体 单 元,添 加

模拟支撑等手段,模拟深基坑开挖过程及支撑施

加过程;从有限元计算结果中提取建筑物或构筑

物所在的各个观测点的位移计算值,据此分析建

筑物或构筑物的水平位移及沉降是否位于规范规

定的限制范围内,从而综合判断周边重要的建筑

物或构筑物在深基坑开挖时是否需要加强监测或

加固.

１　三维有限元模型

１．１　计算范围

有限元模型的水平边界取至深基坑地连墙外

２．５倍挖深,且距离周边建筑、铁路、桥墩外不小

于１０m,水平计算域为３２９．３６０m∗３３４．５５５m;竖
向边界从坑外地表向下取约２倍车站挖深,计算

域高度为５５m;西侧铁道线及挡土墙比坑外地表

高２m.模拟范围内已施工完毕的地铁车站基坑、
两侧待挖基坑、箱 涵、铁 路、高 架 桥 的 桥 墩(矩 形

桥墩j１Ｇj１２,正方形桥墩f１Ｇf８)、房屋建筑等建

(构)筑物的水平分布情况如图１所示,图中U１、

U２ 为水平位移计算方向,U１ 与西侧的地连墙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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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模型的水平计算域(mm)

１．２　计算模型

模型中钢筋混凝土地连墙(墙厚８００mm)及

钢筋混凝土箱涵(方形筒体厚５００mm)选用线弹

性板单元,地连墙的环形钢构件支撑体系选用线

弹性梁单元;基坑周围土体采用摩尔－库仑弹塑

性本构模型.计算模型按１m 进行网格划分,结

构本身的异型导致在网格划分时出现较多尺寸很

小的网格 单 元,整 个 模 型 共 计 ４３５７７３５ 个 单 元,

３５４５６２４个节点,在模型土体的周边及底部都设

置垂直于边界表面的位移约束,上部为自由表面.

１．３　计算参数

模型的主要材料为土体、钢筋混凝土、钢材,
依据该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各土层的计算

参数如表１所示,土体的弹性模量以压缩模量为

基础,结合国内外经验确定[１].
表１　各土层计算参数

土层 厚度(m) 密度(kg/m３) 粘聚力(KPa)内摩角(°) 渗透系数(m/s) 孔隙比(％)泊松比(％)弹性模量(MPa)
杂填土１Ｇ２ ７．６ １７．９ １２ ８ ５．７９EＧ０７ １．０１６ ０．３８ １２．５
粘土３Ｇ１ ４．６ １８．３ １８ １１ ９．２６EＧ０８ １．０７５ ０．４０ ３０
淤泥质粘土３Ｇ４ ４．０ １７．６ １１ ６ １．１６EＧ０７ １．１９６ ０．４０ ２０
粉粘互层３Ｇ５ ８．６ １７．９ １４ １５ １．１６EＧ０７ １．００４ ０．４０ ３２．５
粉砂４Ｇ１ ３．２ １８．４ ０ ３０ ２．０８EＧ０４ ０．７７０ ０．３９ ７０
粉细砂４Ｇ２ ９．０ １９．２ ０ ３２ ２．０８EＧ０４ ０．７７５ ０．３９ ８０
砂砾卵石５ ２．８ ２６．０ ０ ３３ ２．０８EＧ０４ ０．８００ ０．３９ １２５
砾岩１５ １５．２ ２６．４ ４ ４２ ５．００EＧ０６ ０．８２０ ０．３０ ８５００

　　地连墙采用 C４０混凝土,支撑采用钢结构杆

件,混凝土和钢材的计算参数按照规范取值[２Ｇ３],

C４０混凝土弹性模量为３２．５GPa,泊松比为０．３０,
密度为２５００kg/m３;钢材弹性模量为２０６GPa,泊

松比为０．２８,密度为７８５０kg/m３.

２　模拟方案

２．１　建筑物及桥墩模拟方案

深基坑开挖时,需综合评价建筑物的水平位

移、沉降及倾斜率,综合评价桥墩的水平位移、沉
降及相邻桥墩的水平位移差和沉降差等.地面建

筑物和桥墩的刚度较大,综合评价时可不考虑自

身变形,用等效均布荷载模拟,作用于相应部位土

层表面.等效荷载按恒载和活载的准永久组合(准
永久值系数为０．５)计算确定,取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　建筑物及桥墩等效荷载

８层建筑 １１层建筑 方形桥墩 矩形桥墩

等效荷载(KPa) ４５ ６５．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２　分层开挖及支撑施加模拟方案

待挖基坑分４层开挖,前３层都挖至支撑中心

面处,每挖完一层土,设置一道支撑和立柱,第４层

土挖至坑底.支撑体系采用环形支撑,３道支撑分

别布置在地面以下１．１７６m、６．６７６m、１１．６７６m,支撑

布置如图２所示.土体开挖过程采用钝化土体单元

进行模拟,环形支撑施加过程采用激活支撑梁单元

进行模拟,作用在地连墙上.

图２　环形支撑布置示意图

—２—

李　艳,刘　东:大型地下空间深基坑开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分析



２．３　降水渗流模拟方案

为研究基坑开挖造成的周边土层失水渗流对周

边建筑沉降的影响,在模型中需对地下水的水压变

化及渗流状况进行模拟.土体单元在采用摩尔－库

仑弹塑性模型的同时,赋予土体单元透水性,按照当

地长江水位的特点,假定模型的初始地下潜水面均

在地表标高７．４m 处.模拟开挖引起地下水渗流

时,设远端(模型外边界处)的潜水面不下降,每开挖

一层土后,坑底面水压降为０,形成坑内外土体的孔

压场,引起坑外地表和建筑下面土体的孔隙水压下

降.计算中不模拟其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只计算每

挖一层土之后的总体降水效果.

２．４　分步计算方案

根据基坑开挖工序确定软件分步计算步骤:(１)
初始渗流;(２)初始位移;(３)设地连墙;(４)挖基坑第

一层土,设基坑第一道支撑和立柱;(５)挖基坑第二

层土,设基坑第二道支撑和立柱;(６)抽水头１;(７)
计算抽水头１变形;(８)挖基坑第三层土,设基坑第

三道支撑和立柱;(９)抽水头２;(１０)计算抽水头２
变形;(１１)挖基坑第四层土.

３　深基坑开挖对周边建(构)筑物的影响分析

３．１　坑外土体的水平位移及沉降值

U１、U２ 两个方向的位移合量为观测点的水平位

移,U３ 方向位移为竖向位移,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分析有限元计算结果可知,随着基坑逐层开挖,坑外

土体的水平位移及竖向位移都呈递增趋势,基坑第

四层土开挖后,周边土体的水平位移及竖向位移云

图如图３所示.
基坑平面为异型多边形,有４个长度较大的主

要边界,东北走向的边界最长.由图３可知,靠近基

坑４个长边的土体水平位移和沉降都较大,水平位移

和沉降最大值都发生在基坑东北走向边界(最长边界)
的中部位置,离地连墙往基坑外约１０m~２０m的f１、

f２、f３、j１ 桥墩区域,最大水平位移达到１７．６１０mm,最
大沉降达到６．１３４mm;基坑边角处土体水平位移和

沉降都很小.可见,深基坑开挖时,周边土体的水平

位移和沉降是正相关的,基坑的边界长度是影响周

边土体位移的重要因素,边界越长,水平位移及沉降

越大.

３．２　基坑开挖对铁路的影响分析

南线和北线最大水平位移分别为３．３２１mm 和

１．３８４mm,最大沉降值分别为１．３２１mm 和０．４３９mm.
按照规范要求[４],有砟轨道沉降≤５０mm,无砟轨道

沉降≤１５mm,铁路沉降处于安全指标以内.

３．３　基坑开挖对桥墩的影响分析

计算结果表明,部分桥墩区域可能出现较明显

的沉降和水平偏移,特别是离基坑最近的桥墩j１ 沉

降６．１３４mm,f３ 沉降５．１３０mm,相邻桥墩j１ 与j２ 沉

降差值最大达１．７５０mm;顺桥向相邻桥墩j１ 与j２ 水

平位移差值最大达３．９２９mm,j１ 与f１ 水平位移差

值为３．１３３mm,f３ 与f４ 水平位移差值为３．６１３mm.
目前,尚没有形成有关地下结构基坑开挖时邻

近高架桥桥墩变形的控制标准,按照文献建议[５]:考
虑到桥墩在运营期内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形,
后期基坑开挖导致桥墩的沉降量应控制在１０mm,
相邻墩台沉降差取沉降量的１/２,即５mm;相邻桥墩

水平位移差控制值建议取为５mm.可见,j１、f３ 桥

墩部位的沉降计算值,j１ 与j２、j１ 与f１、f３ 与f４ 等

相邻桥墩的水平位移差计算值已接近安全控制指

标,基坑开挖时应重点监控.桥墩的基础为深基础,

图３　坑外土体位移云图

(下转第８６页)

—３—

第１９卷总第７３期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４—

李　艳,刘　东:大型地下空间深基坑开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