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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opula 函数的 CFG 桩复合地基
载荷-变形曲线的概率分析
辛军霞 1, 2，吴兴征 3，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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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FG 桩(cement-fly ash-gravel pile)复合地基是一种重要的地基处理形式，在日益增加的大面积住宅和商业开发中作
用越来越突出，然而该种桩型的加卸荷-沉降变形特性仍然需深入研究，尤其在概率评估方面。根据北京星光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科研基地项目工地中的 21 根 CFG 桩单桩静载试验和 32 个复合地基静载试验的原位加卸载测试成果，采用两参数
的双曲线或幂曲线回归拟合了每一条加荷-变形曲线。由于土体的内在各向异性和其强度的变异性，评估整个场地的加荷变形曲线时，其回归参数表现出了较大的离散性。将一个场地的多组回归参数组成一个随机向量，其加载-位移曲线的不确
定性可由简单的两变量随机向量体现，引入双变量联结函数（Copula）描述随机回归参数间的相依性。最后，考虑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采用基于 Copula 函数的模拟模型计算了 CFG 桩复合地基的可靠度指标。研究结果有助于改进 CFG 桩复合地基
的概率设计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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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ula-based analysis of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of cement-fly ash-gravel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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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FG pile(cement-fly ash-gravel pile)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ground improvement, and its role is becoming even more
prominent as more accessible soft found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exploited by the surging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Yet despite its significance, the load-settlement behaviour is poorly understood on this pile type;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probabilistic assessments. Based on a series of repeating full-scale field load tests for CFG piles (21 samples) and the pile-soil
intermediates(PSI) or composite foundation systems (32 samples) under static axial compression loading, the data of the
loading-displacement curves were gathered from a field site in Beijing city. A regression curve is facilitated by approximating the
load-settlement curve for each load test using a two-parameter, hyperbolic or power law curve-fitting equation. Moreover, when
assessing the regression parameter values from entire pile load measurements across the test site, the scatter in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attributed to inherent soil variability can be found. Thus,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at the site are
represented by a relatively simple bivariate random vector containing the regression parameters as its components. A bivariate
Copula-based mixed distribution is further applied to capture the dependenc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se regression parameters. For
the CFG pile,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power-law regression parameters is calculated to be -0.621; and the
best-fitting Copula is identified as normal through the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 In the case of PSI,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regression parameters is -0.645 and their dependence structures are best described by the normal Copula. Finally, a
simple Copula-based simulation model(CBSM)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reliability index at any specific allowable settlement for the
serviceability limit state(SLS) design. The effect of the various Copulas on the reliability indexes is clarified. These analys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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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displacement behaviour give an insight into the probabilistic design and safety assessment of the CFG pile foundation.
Keywords: composite foundation; cement-fly ash-gravel pile; correlation; Copulas; uncertainty; reliability index

1

引

基，已广泛应用于民用建筑及路堤等地基处理中，

言

受各种沉积和风化过程的影响，土体材料的特

属于钻孔桩中的一类。检测过程中 CFG 桩单桩和复
合地基的加载示意如图 1 所示。

性会有相当的变异性[14]，即使桩设置在类似的土体
中，其加载-位移试验结果也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使得确定性分析难以描述由场地的变异性所致的桩

Q

体响应[59]。在这方面尽管已开展了大量的统计研

水位

水位

究，大多数分析是针对多个国家或大范围的各种测
试数据[811]，研究成果难以精确地描述小范围内或

D
U

项目水平下的桩基加荷-位移曲线的统计特性。

U
间距

间距

常规桩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可分为最终极限
状态（与承载力相关）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与位
移相关）[8]，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非线性的加
载-位移的不确定性可由两参数回归曲线的离散性

B

B
(a) CFG 桩

(b) 复合地基加载装置

图 1 CFG 桩单桩和复合地基加载试验示意图
Fig.1 Illustration of CFG pile and pile-soil
intermediate (PSI)

描述[12]。近来这项技术被引入了双变量联结 Copula
函数来描述回归参数的相关性[9, 1315]。Copula 函数

检测项目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包括影视设备生

模型允许自由选定边缘分布函数并可展现变量间的
多种 相依结构形 式，在统计 研究中得到 普遍应
用

钢板

P

产车间和 LED 大屏幕生产厂房，建筑物多为地上

[1619]

。考虑到新型的 CFG（cement-fly ash-gravel）

3～4 层，无地下室，楼高 12～16 m。场地的地层

桩在国内地基处理中广为采用
，Copula 函数模
型对 CFG 桩型的适用性有待检验。况且，加荷-位

可划分为人工堆积层、第四纪全新世冲洪积层和第

移曲线的不确定性对 CFG 桩复合地基的可靠度指

内土工试验成果[24]，地层土性可细分为 5 个大层，

标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商榷。
依据北京星光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科研基

其物理力学性质见表 1。

地项目工地的 CFG 桩的现场足尺静力加卸荷测试

合地基。桩长约 15.88 m，桩径为 40 cm，桩间距约

[2023]

四纪晚更新世冲洪积层三大类。根据现场测试及室

建筑工地的 CFG 桩测试有 21 根单桩和 32 个复
为 1.85 m。现场测试依据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25]

[24]

数据 ，探讨了加载-位移曲线的不确定性，确定
了最佳的曲线回归模型，并分析回归参数之间的
相关性，最后澄清相依特性对桩基可靠度指标的

和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26]进行。检测数量为总桩
数的 1%，同时单体建筑物不少于 3 根且随机选定，

影响。

为受力均匀，在千斤顶下放置一块 30 mm 厚的钢

2

板。对于 CFG 桩，最大加载 Qmax 及其相应的最大
沉降量 S max 的统计均值  、标准差  见表 2。对于

试验测试数据

CFG 桩由长螺旋钻孔到基底，泵送混合料（水
泥，粉煤灰和砾石骨料）向中空钻孔同时稳步提升

复合地基承载板面积，最大压力 Pmax 及其相应的最
大沉降量 S max 的  、  见表 3，参数的变异系数可
由  和  得到，即 cv   /  。

螺旋 推进器，桩 体与周围土 体共同形成 复合地

表 1 土体物理力学参数
Table 1 Physico-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oils
土层
编号

名称

厚度 d

含水率 w

密度

/m

/%

/(g/cm3)

孔隙比 e

黏聚力 c

内摩擦角

标贯试验击数 N

/kPa

/(°)

/击

①

填土

0.9

10.0

5

②

砂质粉土

7.8

24.1

2.01

0.69

13.0

30

9

③

黏质粉土

2.5

26.2

2.02

0.73

27.3

17

7

④

重粉质黏土

7.1

28.6

1.99

0.76

34.0

19

19

⑤

中砂

5.7

0.0

30

20

1.68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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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轴向加卸荷作用下 CFG 桩的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CFG pile under axial loading and unloading
土类

开发面积 A0

桩间距

桩径 B/m

桩长 D/m

/m2

/(m×m)





















/根

7187

1.85×1.85

0.4

0

15.88

0.5

1212.38

49.59

17.79

3.7

223.53

76.3

21

黏质粉土

表 3 轴向加卸荷作用下复合地基的各种参数
Table 3 Parameters of composite foundation under
axial compressions
承载板面积 Ap

Pmax

S max

/m2

/kPa

/mm

数量

K ur

/个





2.64

0.61







647.5 106.04 16.93







3.57

175.37

55.42

32

测试场地地基土多为黏质粉土或砂质粉土，由
于沉积历史、侵蚀和风化等的影响，成层的地质沉
积往往是各向异性的。图 2 为 21 根 CFG 桩单桩和
32 个复合地基的加卸载-位移曲线。受到土体剪切
强度等特性的影响，这些加载曲线具有非线性，变
异性随着沉降量的增加而增大。

Qmax /kN

S max /mm

数量

K ur

性回归关系近似。卸载曲线斜率 K ur 的均值和标准
差分别在表 2（CFG 桩单桩）和表 3（复合地基）
中给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桩周土体的回弹特性。
考虑到桩基可靠性分析主要与加载-位移曲线的特
性有关，分析中将侧重于加载曲线的回归参数。
由图 2 可以看出，尽管最大加载或最大施加压
力多处于同一个量级上，由于上部设计荷载的不同
它们也出现了一定的离散性（见表 2、3）。尽管可
以通过定义失效荷载推求标准化的加载-位移关
系，但它多应用于减少数据的离散性[27]，比如来自
多个国家或不同场地的数据[811]。本文的研究中，
测试数据源自同一个场地，标准化的处理会增加问
题的复杂性，考虑到标准化处理后回归参数间的相
关系数过高，后继分析将采用未经处理的曲线。

1 500

3
1 000

测试曲线的回归模型

3.1 概率回归参数法

Q/kN

对于 CFG 桩单桩和复合地基的典型加荷-位移
曲线（相应于最小、平均和最大沉降）如图 3 所示。

500

受到加载过程和地基材料特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每一条加荷-位移曲线都会形态各异。
概率回归参数
法[12]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中间代理，即回归参数的

0
0

5

10

15
S/mm

20

25

30

发散性描述这些曲线的不确定性。这种方法取决于
回归参数（多为两个）的统计分布特性，常用的回

(a) CFG 桩

归函数主要有幂函数和双曲线。

1 000

幂函数的加荷-位移曲线可表达为
800

P/kPa

Q  p1S p2

（1）

600

式中： p1 、 p2 为曲线拟合参数；Q 为荷载；S 为位
移。

400

双曲线函数的加荷-位移曲线可表达为

200

Q  S / (h1  h2 S )

（2）

0
0

5

10

15

20

25

30

S/mm
(b) 复合地基

式中： h1 、 h2 为曲线拟合参数， h1 的倒数是初始斜
率， h2 的倒数是趋近值。
卸载曲线的线性拟合关系可表达为

图 2 CFG 桩和复合地基的施加压力-位移曲线
Fig.2 Bearing pressure-displacement curves of CFG pile
and composite foundation

Q ur  c0  K ur S

（3）

式中： c0 、 K ur 分别为截距（其单位与 Q 一致）和
卸载曲线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曲率，可以采用线

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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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Re ，见表 4。采用双曲线函数时得到的  R 略低

FP-6
FP-5
FP-18

于采用幂函数的值。总之，对于测试场地而言，双

F/kN

曲线函数可以较好地拟合 CFG 桩单桩和复合地基
的加荷曲线。考虑到双曲线回归参数 h1 、 h2 的大小

幂函数拟合
概率率曲线

多在 104 ～ 103 量级，为处理方便，仍选用幂函数
回归加荷曲线。

S/mm

表 4 不同回归模型下 Re 的统计值
Table 4 Values of Re when different regression functions

(a) CFG 桩
F1-18
F1-8
FP-13

幂函数

类型

P/kPa

R

幂函数拟合
概率率曲线

双曲线函数

R

求和

R

R

求和

CFG 桩

13.02

6.01

416.71

9.51

4.14

304.2

复合地基

25.28

11.92

530.88

22.04

7.98

462.82

3.3 回归参数的边缘分布
对于 CFG 桩单桩，采用上述的两类回归模型分

S/mm
(b) 复合地基

图 3 CFG 桩和复合地基典型的加荷-位移曲线和
幂函数回归的概率分布
Fig.3 Typical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of CFG pile and
composite foundation and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power function regression

对于复合地基而言，施加压力 P 与位移 S 之间

别得到 21 对参数( p1 , p2 )和( h1 , h2 )，如图 4 所示。
对于复合地基，可得到 32 对拟合参数( p1 , p2 )和
( h1 , h2 )，如图 5 所示。散点图表明了回归参数的离
散性，尤其是图 5 中给出的双曲线回归对( h1 , h2 )。
拟合参数的统计特性见表 5，包括均值  和标准差

 。由图 4、5 可见，这些参数间具有一定的相关
0.9

的关系也由这些公式表达。
3.2 最佳回归模型的确定

0.8

残值标准差 Re [28]来衡量。以幂函数为例，假如一条

p2

上述加载曲线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可由
CFG 桩单桩的加荷-位移测试曲线由 n 对加荷-位移

0.7

( Q1 , S1 ),  ,( Qi , Si ),  ,( Qn , Sn )数据点组成。观测值
Q 与预测值 Qˆ 之间的差异可用于计算拟合参数

0.6

( p1 , p2 )的最小二乘估计，即残值方差和 Rs 为

0.5

i

i

n



Rs   Qi  Qˆ i
i 1



2

n



 Qi  p1Si p2
i 1



2

0

（4）

Rs
。相应于最小 Rs 值的拟合参数( p1 , p2 )
n2
为最优解。
Re 

对于 CFG 桩单桩，所有的加荷曲线(m = 21)均
可计算得到 Re ，它们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记为  R 、
 R ，见表 4。  R 可评估回归函数的表现，比如采
用双曲线函数时得到的  R 低于采用幂函数的值。对
于复合地基，同样所有的加荷曲线(m = 32)均可计算

100

150
p1

200

250

300

(a) CFG 桩

式中： Qˆ i 为预测的承载力。首先估计拟合参数

0.020

0.015

h2

( p1 , p2 )，然后由式（4）的残值方差和 Rs 计算得到
R
残值方差 Re2 ， Re2  s [29]，即残值方差和除以自
n2
由度数( n2 )，进而残值标准差可计算为

50

0.010

0.005

0.000
0.000 0

0.000 5

0.001 0

0.001 5

h1
(b) 复合地基

图 4 CFG 桩单桩的回归参数( p1、p2)、(h1、h2)的散点图
Fig.4 Scatter plot of fitted parameters ( p1, p2) and
(h1, h2) of CFG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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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1.0

0.025

0.9

0.020

p2

h2

0.8
0.015

0.7
0.010
0.6

0.005

0.000
0.000 0

0.5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000 5

p1
(a) p1- p2

0.001 0

0.001 5

h1
(b) h1-h2

图 5 复合地基的回归参数( p1、p2)以及(h1、h2)的散点图
Fig.5 Scatter plot of fitted parameters ( p1, p2) and (h1, h2) of composite foundation
表 5 轴向加荷作用下 CFG 桩和复合地基的回归参数的统计特性
Table 5 Statistics regression parameters of CFG pile and composite foundation under axial loading
回归

类型

类型 参数 1

CFG 幂函数
桩

最佳边缘分布

回归

p1

1

1

167.401
-4

33.512
-5

类型

参数 1

参数 2

gamma

26.541

0.158

-4

参数 2

h1

3.72×10

7.71×10

normal

3.72×10

7.71×10

h2

复合 幂函数

p1

81.71

23.846

gamma

11.827

0.145

p2

gamma

3.584

5 545.442

h2

h1

-4

6.46×10

-4

3.2×10

2
-

/10 3

2
-

/10 3

类型

参数 1

相关系数
参数 2

707.00 61.00 lg-normal -0.349

p2
-5

双曲线

地基 双曲线

最佳边缘分布

回归

8.08

1.91

gamma

参数对

p



0.082

p1 , p2

-0.621 -0.457

19.212 2 378.183

h1 , h2

-0.391 -0.190

753.00 93.00 lg-normal -0.291

0.119

p1 , p2

-0.645 -0.427

5.15 lg-normal -4.165

0.303

h1 , h2

-0.163 -0.137

16.40

注：表中类型为正态 normal(均值; 标准差), 对数正态 lg-normal(对数均值;对数标准差), 伽马 gamma(形状;比率), 耿贝尔 Gumbel(参数 1;参数 2)； p 为
回归参数之间的皮尔逊积差(Pearson)相关系数；  为排序(Kendall)相关系数。

性，且多随其中一个参数的增加而另一参数减小。
下面将进一步探究这些回归参数的统计特性，
包括：
（1）识别每个回归参数的最优边缘分布；
（2）

基于 Copula 函数的回归参数的联
合分布及 CFG 桩基的可靠性分析

4.1 回归参数间的相关系数

确定回归参数间的相关性及联合概率分布。
为选定最优的边缘分布，采用 Akaike 信息准
则 ，简记为 AIC：
[30]

AIC  2 ln( L )  2 p

4

（5）

对于加载曲线而言， p 和  的估计见表 5，相
关系数的定义见文献[31]，可以看出两回归参数间
具有负相关性。物理意义上看，负相关性隐含着当
h2 （或 p 2 ）较大时 h1 （或 p1 ）较小。这里值得注

式中： L 为拟合模型的似然函数的最大值；p 为模

意的是，由幂函数回归得到的相关性（绝对值）明

型参数的个数（这里 p = 2）。具有最小 AIC 值的为

显高于由双曲线回归得到的结果。

最优统计模型。
几 个 两 参 数 的 边缘 概 率 分布 可 被 选 用 正 态

4.2

（normal）、对数正态（lg-normal）、伽玛（gamma）
和耿贝尔（Gumbel），回归参数对( p1 , p2 )和( h1 , h2 )
的最佳边缘分布分别在表 5 给出，包括名称和参数
值，比如，对于 CFG 桩的幂函数而言，回归参数 p1
的最佳边缘分布形式为 gamma，回归参数 p2 的最佳
边缘分布形式为 lg-normal。

Copula 函数

如前所述，载荷-位移曲线的非线性特性可由一
个双参数拟合方程（幂律或双曲线）描述。为了采
用含有这些回归参数的二元随机向量来表征整个场
地的载荷-位移曲线的不确定性，灵活的 Copula 函
数将用于构造多种相依结构的回归参数的二元联合
分布，如文献[8, 32]提出的 Copula 函数模型是表示
随机变量之间的相依性的一类联合概率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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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最佳拟合 Copula 函数的选择

的影响可通过一个概率积分变换考虑，特别是边缘

采用推断边缘分布函数法（inference functions

分布函数间存在着惟一的 Copula 联结函数 C (, ) ，

for margins，IFM），亦称作两步极大似然估计法[33]

定义在域 D  [0,1]  [0,1] ，可写为

来获得 copula 模型参数。具体地，首先估计边缘分

H ( x, y )  P( X ≤x, Y ≤y )  C ( FX ( x), FY ( y )) （6）

式中： FX 、 FY 分别为 X、Y 的连续边缘分布函数，
由式（7）给出。
x

y

FX ( x )   f X ( x)dx ； FY ( y )   fY ( y )dy （7）

布参数，然后利用这些边缘分布参数的估计值将已
知样本转换成伪样本（定义在区间[0,1]上），并代入
相应的 Copula 函数，进而估计 Copula 模型参数。
这种算法可以由免费的统计软件 R[34]包‘copula’[35]
的 fitCopula 函数来执行。为对比测试 Copula 函数

式中： f X 、 fY 分别为 X、Y 的密度函数 。可见通
过定义在区间 [0,1] 上的均匀边缘分布 U X  FX ( x )

的拟合优度，由式（5）可求得 AIC 值。

和 UY  FY ( y ) ，Copula 函数 C 很好地建立了变量 X

应参数见表 6。从表中可以看出，normal Copula 是

和 Y 之间相关关系。
通常可采用各种不同的 Copula 函数诸如 normal、

该场地 CFG 桩单桩和复合地基的最优拟合函数，

Clayton、Frank 和 Gumbel，这些 Copula 函数的定

表示该参数是由其中一个变量取负值后实现了正相

义可参见文献[17-18, 31]，在此不再重复。

关关系后而得到的。

[18]

幂函数回归参数的最佳拟合 Copula 函数和相

而在 Clayton 和 Gumbel Copula 参数前所加的负号

表 6 识别最优 Copula 函数的 AIC 值及 Copula 参数
Table 6 AICs and parameter values of fitted Copulas
类型

Copula 参数

AIC

回归类型
normal

Clayton

Frank

Gumbel

normal

Clayton

Frank

Gumbel

CFG 桩

幂函数

-8.282*

-5.006

-7.170

-6.722

-0.622

-0.820

-4.824

-1.630

复合地基

幂函数

-15.54*

-10.93

-11.536

-14.964

-0.649

-0.835

-4.360

-1.766

注：上标* 表示最优拟合。

4.4 桩基加荷-位移曲线的模拟

100%的面积，这里( 1   )×100%代表的是二元密度
[31, 36]

可以有

的体积百分比。文献[38]指出二元正态分布的常密

效地模拟联合的回归参数对或二元随机向量，首先

度等值线是椭圆，且其形心位于均值点。椭圆的主

通过标准的 Monte Carlo 模拟得到定义在[0,1]空间
中的随机对( U X , UY )，其相依性在拉丁超立方取样

轴由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确定。在 R 包
中，‘ellipse’[39]可用于生成任何百分位数下的二元椭

时得以体现[35]。然后借用各自的边缘分布函数，将

圆置信区间。

一个基于 Copula 函数的取样方法

它们转换到原始的样本空间( p1 , p2 )，即幂函数的回
归参数，并与观测值相比较。以 CFG 桩单桩为例，

观测值的 95%PDC
模拟值的 95%PDC
最优 normal Copula 的 95%PDC

模拟得到的 1 000 对回归参数如图 6 所示。为进一
步验证该方法的模拟能力，在 95%置信水平下多种

观测值
模拟值

Copula 函数及模拟数据）概率密度等值线(PDC)[31, 37]，

p2

（包括观测数据、基于观测资料估算的理论 normal
都在 图中给出， 这些等值线 形状的相似 性说明
Copula 函数的取样方法可以较好地再现已有的观
测数据。
这里进一步说明绘制 95%置信水平下联合分布
的等概率密度线 PDC 的过程，即可采用下述两种
方法：首先以二元正态分布为例。因其分布密度

f ( x) 具有无限容量，实际应用中这一分布函数通常
必须截断，等同于单变量正态密度曲线下的( 1   )×

p1

图 6 采用 normal Copula 函数模拟的 p1- p2 散点图
Fig.6 Simulated p1- p2 pairs derived using the fitted
normal Copul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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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观测或模拟数据的二元联合分布未知

kN。计算中，除非特别说明， Fs 可设定为 3[12]，这

或难以表达为参数分布形式时，可采用构建常密度

样可求出 LDesign = 404.13 kN 作为该场地所承受的实

等值线的非参数方法，如常密度轮廓线，即联合置

际荷载 L。

[40]

信区域可由二元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确定，这一曲

线包络了特定百分比( 1   )×100%的样本在内，可
由‘emdbook’包

[41]

中的 HPDregionplot 函数直接生成

可以通过可靠性分析确定，进而考察每个重要设计
参数的变化对可靠度指标的影响。各种近似数值算

指出，只要样本足够大，

法，如一次可靠性方法（FORM）[4546, 12]，二次可

无论给定参数的还是非参数的联合分布，均可构造

靠性方法（SORM）[4748]，基于 Copula 函数的模拟

任意置信水平下的常密度等值线。由图 6 可见，1 000

方法[31]（记为 CBSM）和等概率密度演化方法[49]（记

样本的 PDC 已较为接近理论分布的 PDC。

为 CBEM）均可采用。关于 FORM 和 SORM 方法

二元置信区间。Hu 等

[42]

如果随机变量的统计特性已知，功能函数式
（9）

CFG 单桩的可靠性分析

的详细描述见文献[50]。对于 SORM，Breitung[47]

通过考虑基本设计变量的不确定性，可靠性设

和 Tvedt[48] 分别推导了相应公式来计算可靠度指

计的目的在于分配并使用有限资源，以平衡土工构

标。对于 CBEM，在随机变量的原始坐标空间内定

筑物的可靠性和生命周期内需要的费用。通常，一

义了可靠度指标。它的数值等于发散距离（由平均

个经济的设计将是容许构筑物发生失效的概率不超

值到设计点）和内核距离（由平均值到伪设计点）

过一 个可接受的 阈值水平。 对于极限状 态设计

之间的比。也就是说，这一距离与两个概率密度等

(ULS)，CFG 桩单桩的功能函数或极限状态方程可

值线 PDC 相关，即刚达到临界破坏面的发散 PDC

定义为

和一倍标准差 PDC。有关临界破坏面的确定见文献

4.5

gf  Qult  L

（8）

式中： Qult 为极限承载力；L 为实际施加荷载。
假如正常使用状态下基桩的容许沉降 Sa 不小
于其设计加载水平下的沉降 S，则可以方便地建立
一个有关位移的功能函数。考虑到有关荷载的测试
数据更易于获得，这里采用另一种功能函数的表达
形式。若基桩的容许承载力 Qua 已知，相应的正常
使用状态设计(SLS)的功能函数可方便地定义为
gf  Qua  L

（9）

再以加荷曲线的幂函数回归为例， Qua 可表达
为
p2
1 a

Qua  p S

（10）

[51]。关于等概率密度演化算法的详情见文献[49]。
需特别指出，上述有关单桩的可靠性分析方法
同样适用于复合地基的计算，此不赘述。
4.6

Copula 函数类型对计算模型的影响
采用前述识别的最优边缘分布和相关系数，当

拟合 CFG 桩单桩的幂函数回归参数使用不同的
Copula 函数时得到的 95%的 PDC 如图 7 所示。其
中 normal 和 Frank Copula 函数描述回归参数间的对
称相依关系。Clayton Copula 函数展现左侧尾部有
更大相依关系而 Gumbel Copula 函数则展示右侧尾
部有更强的相依性。图中同时示意了 p1 和 p2 的均值
与标准方差以及该 CFG 桩单桩的在 p1 - p2 坐标空
间下的临界状态线[51]。

式中： Sa 为容许位移值，可事先给定。
对某些类型的桩，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相关的
容许沉降通常取为 25 mm[43, 10]，然而 CFG 桩的设
计中容许沉降可取为 40 mm[23, 25]，在印度的技术规
p2

范也采用了类似的数值[44]。
基于传统安全系数 Fs 的定义，设计加荷与承载
能力之间的关系可写为
LDesign  Qun / Fs

normal
Clayton
Frank
Gumbel

p2

（11）

式中：Qun 为名义的承载能力； LDesign 为相当于某一
特定重现周期的设计载荷（即单桩承载力特征值）
。
在土工基础设计中使用名义岩土参数可能更接近其
平均效应， Qun 可看作与该场地所有单桩的最大加
载 Qmax 的统计均值一致，由表 2 得到 Qun = 1 212.38

p1

p1

图 7 拟合 CFG 桩单桩的幂函数回归参数得到的各种
Copula 的 PDC 曲线
Fig.7 PDC curves of different Copulas fitted for observed
regression power law parameters for CFG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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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最佳拟合的 normal Copula 函数时，通过

normal 分布（分布参数见表 5）时，采用 FORM 分

CBEM 方法计算桩基可靠度指标的几何示意，如图 8

析和 SORM 分析（分别记为 Breitung 和 Tvedt）得

所示。它由基于观测数据的 95%概率密度曲线 PDC

到的可靠度指标也在图中给出。采用 SORM 计算得

逐步演化，直至一个发散的 PDC 与桩基础的临界

到的可靠度指标与采用 FORM 求得的结果相当接

状态线相交，接触点为设计点。由均值点到设计点

近（见图 9）。换句话说，由于功能函数的弱非线性，

连线，记为距离 Ld 。该连线与一倍标准差相应的椭

SORM 并没有明显改进计算精度。因此，当  p 为正

圆（或核 PDC）相交，交点为伪设计点。由均值点

值时这些模型计算得到的  多小于  p 为负值时的

到该伪设计点间的距离为 Lc 。根据文献[49]的算法，
L
桩基的可靠度指标  可计算为   d  4.29。
Lc

结果。这些解析模型的分析结果与 CBSM 结果（标
记为二元正态 bivariate normal）有差异，特别是对
于  p 取为正值的情况下。在  p 取很小的值时（如
<-0.7）
，CBSM 得到的  明显偏大，这可能有两方
面的原因：
（1）CBSM 得到的可靠度指标是估计值，
尽管相应的失效概率足够准确，其假定功能函数服

p2

从正态分布，由失效概率近似估计得到的 [46]，但
p2

Ld

FORM 侧重于直接求解可靠度指标。
（2）两种方法
Lc

对于随机变量相关性的处理方式不同。CBSM 通过
大量样本的统计来再现相关性，而 FORM 方法则通
过定义正定的二次型相关系数矩阵来实现。在假定
p1

正态边缘分布的情况下类似的差异在已有研究中可
见报道[53]。

p1



图 8 发散的最大 PDC 的演化过程和采用最佳拟合 normal
Copula 函数时可靠度指标的几何定义
Fig.8 General layout of dispersed maximum PDC and
geometric interpretation of reliability index using
best-fitting Copula

 = -0.62
Bivariate normal
FORM
Breitung
Tvedt


采用 CBSM 算法，当回归参数的边缘分布都假

normal Fs = 3
normal Fs = 2
Clayton
Frank
Gumbel
CBEM

定服从最优分布时（分布参数见表 5），图 9 为当 p
变化时采用多种 Copula 函数计算得到的可靠度指
标  。图中，曲线标示不同 Copula 函数具有相同的
边缘分布的计算值，而符号标示 normal 边缘分布假
设下采用各种计算方法的结果。垂直线标出了参数


的实际相关系数 p = -0.621，可见这些  值间的差
异是明显的。在  p 为负值范围内，normal Copula

图 9 各种联合分布下计算得到的可靠度指标
Fig.9 Reliability indices calculated under various joint
distributions

函数高估了可靠度指标而 Clayton Copula 函数低估
了可靠度指标，与其他研究者如 Tang 等[14]的研究
成果有所吻合。在  p 为正值范围内（实际上回归参

按照国内现行设计规范[2526]， Fs 取 2.0，这种

数对的正相关性几乎不可能出现），结论正好相反。

情况下采用 normal Copula 函数计算得到的可靠度

采用 CBEM 算法计算得到的  与采用 norma l
Copula 模型的结果类似。需要说明是尽管本研究采

指标明显低于 Fs = 3.0 时得到的结果（见图 9）。

用  确定 Copula 函数的相关参数，为便于工程技术
人员接受，图中给出了相关系数  p 的近似值。在假
定为双变量 norma l copula 时它们具有对应关
2
系，即   arcsin  p ，见文献[52, 31, 37]。

此 外 ， 当 回 归 参数 的 边 缘分 布 假 定 都服 从

5

讨

论

5.1 标准化处理的适用性
为减少不同场地所测得的加载-沉降曲线的离
散性，通常的做法是将承载力 Q 除以极限承载力
Qult 标准化

[12, 15, 32]

， Q / Qult 与沉降 S 之间的曲线被
称为标准化的加载-位移曲线，正如 Phoon 等[27]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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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那样，在标准化的空间中拟合一个数据集，两

移曲线得以在概率框架下确立，最终可靠性分析中

个回归参数容易得到较高的相关系数，即随着 p2 减

变量间的相关特性可以很好地体现。

少， p1 将显著增加。

对于黏土地基下的 CFG 桩，给定容许位移相应

假如在标准化空间中进行该场地这些数据的处

的允许承载力可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框架下得

理，计算得到的  p 值都小于-0.82，也就是参数间

到，用于计算可靠度指标。在基础设计中加载-位移

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如此强相关的情况下，通过

曲线的相依特性会影响评估的可靠度指标。即使采

取样模拟来表征两回归参数间的相依特性将面临一

用相同的边缘分布和相关系数，由于各种 Copula

些问题

[12]

。本文研究中考虑到该项目场地所施加的

函数在表征散点数据时具有各自不对称性特点，计

最大载荷（见表 2）是相对单一的，在原始坐标空

算得到可靠度指标也不尽相同。给出的实例中，在

间中分析加载-位移曲线应是明智之举。

相关系数为负值时 normal Copula 函数导致了可靠

5.2 卸荷曲线

度指标的高估，而 Clayton Copula 函数得到了较低

针对一条完整的加卸载曲线，以幂函数回归为

的可靠度指标。本文建议的方法适用于类似地基。

例，由 4 个参数来确定，即 ( p1 , p2 , c0 , K ur ) 。同样，

在原始坐标空间内确定同一场地的加载-位移曲线

场地的多条加卸载曲线的回归参数组成一个随机向

的回归参数，有待更多的实验验证。除场地内单桩

量，可由多元 Copula 函数模拟，见文献[37]。该场

的容许沉降限值外，单体构筑物所有测点间的差异

地计算得到的 p1 、K ur 以及 p2 和 K ur 的相关系数  p

沉降也是影响上部结构稳定的重要指标，尽管现行

分别为 0.387 和 0.423。

规范未作说明，但值得深入研究。

5.3 计算实施方法
对于每一个测试场地，回归参数的统计特性
（包

致谢：对在现场测试中提供帮助的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
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地基室所有技术人员致以谢意。

括边缘和联合分布）是各不相同的。为方便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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