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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黏土中固定锚腚拖曳锚嵌入轨迹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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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饱和黏土中固定锚腚拖曳锚的嵌入轨迹和承载力预测是深水系泊系统设计的关键。从固定锚腚拖曳锚在饱和黏土海
床嵌土的初始状态出发，将固定锚腚拖曳锚和周围土体视作宏单元，假设在锚链拉力作用下宏单元沿土体屈服面法向运动，
利用锚链方程计算锚眼拉力，基于增量迭代法建立了预测固定锚腚拖曳锚嵌入运动轨迹和锚眼拉力的模型，编制了相应的计
算程序。利用程序预测了 Bruce Dennla MK4 固定锚腚拖曳锚、Murff 算例拖曳锚在饱和黏土中的运动轨迹和承载力，结果表
明：本文所建立的模型预测结果正确，可以用于预测固定锚腚拖曳锚嵌入饱和黏土全过程中板锚的运动轨迹、运动形态和锚
眼拉力；固定锚腚拖曳锚嵌入过程中，锚运动形态有一个调整过程，因此，旋转角先减小，而后增加，并逐渐趋于稳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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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ng model of trajectory of fixed fluke dragging
embedment plate anchor in saturated 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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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predict the travel trajectory and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fixed fluke drag embedded anchor in saturated clay is a key
issue to design the mooring system in deep water. From the initial state of fixed fluke drag embedded anchor embedded into the
saturated seabed, the fixed fluke drag embedded anchor and the surrounding soil is regarded as a macro-element. Assuming the
normal motion of the macro element along the soil yield surface under the anchor chain tension, the padeye tension is calculated by
the anchor chain equation. Based on an incremental iterative method, the predicting model of fixed fluke drag embedded anchor
embedded trajectory and padeye tension is presented. Then, a corresponding calculation program is developed to predict the travel
trajectory and bearing capacity of Bruce Dennla MK4 fixed fluke drag embedded anchor and the drag anchors of Murff examples in
saturated cla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ed model and program can be well used to predict the travel trajectory, motion
form and padeye tension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embedding into the saturated soil of the fixed fluke drag anchor. Since the
anchor movement pattern has an adjustment process during the travel of the fixed fluke drag embedded anchor, the rotation angle
decreases firstly, then increases, and gradually tends to a stable value.
Keywords: fixed fluke drag embedded anchor; travel trajectory; predicting model; macro-element; saturated 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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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固定锚腚拖曳锚是深海浮式油气生产平台等结

构系泊的重要基础形式，其安装嵌入泥面过程中的

运动形态对板锚最终嵌入深度、承载力和安装都具
有重要意义。O’Neill 等[1]利用土工离心机模拟了拖
曳锚的安装。Heyerdahl[2]、Dahlberg[3]、刘海笑[4]、
张炜[5]等利用物理模型模拟了拖曳锚的拖曳嵌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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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张春会等[6]使用透明土研究了偏心系数和锚腚

本文从固定锚腚拖曳锚在饱和黏土海床嵌土的

角对固定锚腚拖曳锚运动轨迹的影响。Neubecker

初始状态出发，将固定锚腚拖曳锚和周围土体视作

[7]

等 提出了预测拖曳锚轨迹的解析方法，但该方法

宏单元，假设在锚链拉力作用下宏单元沿土体屈服

[8]

确定其中的经验系数困难。斯丽莎 使用数值方法

面法向运动，建立了预测固定锚腚拖曳锚嵌入运动

[9]

轨迹和锚眼拉力的预测模型，编制了相应的计算程

给出了单一荷载作用下平面板锚的承载力解析解。

序，从而为固定锚腚拖曳锚嵌土轨迹和锚眼拉力演

文献[1011]给出了板锚拖动距离和最大嵌入深度

化预测提供了方法。

模拟了板锚与锚链在土中的共同运动。O’Neill 等

的经验公式。Thorne

[12]

在简化拖曳锚受力模式基础

预测模型

2

上，建立了拖曳锚的运动学模型。Cassidy 等[13]提
出了模拟 SEPLA 安装、旋转上拔的宏单元预测模

固定锚腚拖曳锚安装示意如图 1 所示。采用安

型，并编制了相应的程序，然而该模型和程序无法

装船将拖曳锚沉至海床预定位置，锚腚近似与泥面

[14]

基于塑

平行，锚板斜刺入泥面，锚板与水平方向夹角近似

性极限方法，推导了板锚安装中的最大嵌土深度和

为锚腚角，然后拖曳锚链。在锚链拉力作用下，锚

最终承载力计算公式，但该方法不能预测固定锚腚

板逐渐切入海床，并发生旋转。由于饱和黏土的不

拖曳锚嵌土过程中的运动轨迹。总体来看，目前尚

排水剪切强度随深度增加，随着拖曳锚嵌入深度增

未有模型能很好地预测固定锚腚拖曳锚的嵌土轨迹

加，承载力增加，锚眼拉力增大，当拖曳锚嵌入轨
迹近似水平时，达到极限承载力。

预测固定锚腚拖曳锚的嵌入运动。Tian 等

z

和锚眼拉力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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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固定锚腚拖曳锚安装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fixed fluke drag embedded anchor

将海床泥面与锚板交点定义为坐标系原点，水
平向右为 x 轴，垂直向上为 z 轴，建立坐标系，如
图 1 所示。图中，θa 为锚眼角，γ 为锚链拉力方向
与竖直方向夹角，β 为锚板平面与竖直方向夹角。
从板锚的安装过程来看，初始状态锚腚平行于
海床，锚链拉力平行于海床， a  0°，   90°，
若板锚锚腚角为  ，则  0  90°  。
初始状态下，板锚中心位置坐标为
x0  ep tan 0 / cos  0 

z0  ep / cos 0


饱和黏土不排水剪切强度随深度线性增加，在
深度 z 处其强度可以表示为
su  su0  kz

（3）

式中： su 为深度 z 处土体不排水剪切强度； su 0 为
海床表面土体不排水剪切强度；k 为不排水剪切强
度增长梯度；z 为竖向坐标，前加负号表示距离海
床的深度。

（1）

将拖曳锚和周围土体视作一个整体，
即宏单元，
进而可以 直接建立拖曳锚荷 载与位移之间的 关

锚眼中心坐标为

系[13]。于是，锚眼拉力在板锚荷载作用点处引起的

z0,padeye  0
x0,padeye

为锚眼中心 x 坐标；z0, padeye 为锚眼中心 z 坐标。



 en / sin  

（2）

式中：ep 为锚眼切向偏心距；en 为锚眼法向偏心距；
x0 为锚板中心 x 坐标；z0 为锚板中心 z 坐标；x0, padeye

抗力 V、H 和 M 可以表示为[13]
V  Ta sin(    )  W sin 

（4）

H  Ta cos(    )  W co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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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Ta [en cos(   )  ep sin(   )]

式中：  90 a ；Ta 为锚眼拉力；V、H 和 M 分别
为锚眼拉力在板锚荷载作用点处引起的垂直抗力、
水平抗力和弯矩；W 为锚板浮重量。

 padeye  ( w  ep )2  ( u  en  ) 2

沿宏单元塑性势面法线方向，板锚的运动位移可以
表示为
f / V
 w 






  u     sign( H )f / H 
 B 
 sign( M )f /  ( M / B) 





（7）

式中：  为塑性因子；B 为锚板宽度； f 为塑性势
函数，按相关联的流动法则， f 与宏单元的屈服面

 padeye



Temp1  Temp 2

2

 f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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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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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ign( M )f  
f
Temp 2  sign( H )
 n

H B  ( M / B )  

（14）

从整个拖曳嵌入过程来看，锚链的泥面角为
0°，于是锚链形态方程可以简化为[16]

z   e x

函数相同，表示为[14]
f 

（13）

将式（7）代入式（13），则有



拖曳锚嵌入饱和黏土过程中，假设其运动方向

1943



2 /T

（15）

式中：x*为锚链上一点距离锚眼水平距离与锚眼深
n 1/ p

m
q
M
 
H
 

 
V




 

  
2
 N nmax Bsu   N mmax B su   Nsmax Bsu  

度的比值；z*为与 x*对应的锚链上一点的深度位置
1

（8）

与锚眼深度的比值；当 su0  0， k  0 时，T*可以表
示为[16]

式中：Nnmax、Nmmax、Nsmax 分别为法向力、弯矩和

T 

切向力单独作用时的最大承载力系数；m、n、p 和
q 为拟合系数。

2Ta
2
kypadeye

（16）

利用式（15）可以计算与拖曳锚运动相应的海

在有限元软件中，建立拖曳锚的小应变有限元
模型，然后通过有限元计算获得的数据[15]，结合拟
合方法确定 Nnmax、Nmmax、Nsmax、m、n、p 和 q。
由坐标变换，在整体坐标系下的位移增量可以

床内锚链形态和锚链长度。
式（1）～（15）就构成了本文固定锚腚拖曳锚
嵌入轨迹的预测模型，在 Matlab 下编制了基于增量
迭代法的预测模型计算程序流程如图 2 所示。

表示为

 z  sin( ) w  cos( ) u

（10）

计算初始状态及 Ta

  

（11）

计算 V、H、M 及 

a 0

)

(cos0   sin a )  cos a 

计算局部坐标系下位移，更新
板锚、锚眼位置及 
计算  a 及 

2
pe


kz  1  
 sin  a  En dN c  su0 zpe 


2  Ta


2

计算锚链形态及长度

（12）
式中：  为锚链-土之间的摩擦系数；su0 和 k 分别
是泥面处土的抗剪强度和抗剪强度随深度的变化梯
度；Nc 为锚链的承载系数；En 为锚链作用宽度系数；
d 为锚链直径；zpe 为锚眼坐标； 0 为泥面角。
锚眼转角可以表示为[13]

下一个增量步

（9）

锚链方程可以表示为[16]
e  (

输入计算参数

 x  cos( ) w  sin( ) u

图 2 计算程序流程图
Fig.2 Flow chart of calculation program

预测模型计算程序具体求解过程如下：
（1）输入计算参数，计算板锚中心初始坐标，
利用式（3）计算板锚中心土体强度，指定增量计算
步长，通常  padeye  0.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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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00

（2）将式（4）～（6）代入式（8），获得初始

3 000

状态时的 Ta。
入式（14）获得初始状态的  ，再利用式（7）获得
局部坐标系下的位移，利用式（9）～（11）获得全
局坐标系下的位移，更新板锚位置和锚眼位置，更
新 β。

2 500
锚眼拉力/ N

（3）利用式（4）～（6）获得 V、H 和 M，代

2 000
1 500
1 000

本文模型
Muff 等[17]的预测

500

（4）将 Ta 代入式（12）获得 a ，更新  。

0

（5）进入到下一个增量步长，重复步骤（1）～
（4）。
（6）由 Ta、zpe 和 x 利用式（15）计算与拖曳锚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拖曳距离/ m

图 4 Muff 算例板锚的锚眼拉力
Fig.4 Padeye tension of Muff’ plate anchor

位置相对应的锚链形态和长度。

3

以看出，在初始阶段，本文预测模型预测的嵌土深

预测模型验证

度和锚眼拉力都与文献[17]的预测结果基本一致，

3.1 验证算例 1
Murff 等[17]的拖曳锚嵌入算例中拖曳锚参数为

ep  1.75 m， en  2.98 m， B  1.5 m，锚板长度
L  3.0 m， 锚板厚度 t  0.2 m， B / t  7.5，锚腚角

为 50°；饱和黏土参数为 su0  0.0， k  1.5 kPa/m；
锚链参数为 d  0.05 m，En  1.0，Nc  10，  0.2，
N n  11.98， Ns  4.39， N m  1.645， m  1.56，
n  4.19， p  1.57， q  4.43。
文献[17]利用 Thorne[12]的方法预测了该拖曳锚

最大嵌土深度和板锚承载力也相差不多，可以认为
本文模型是合理的。
3.2 验证算例 2
Tian 等[14]在研究中对 Bruce Dennla MK4 拖曳
锚进行了简化。Bruce Dennla MK4 拖曳锚简化后为
方形，面积为 12 m2，边长 B  3.46 m。锚链直径
d  0.1 m，锚眼法向偏心 en  2.7 m，锚浮重为

16.8 kN，En  2.5，Nc  10，  0.2，泥面角 0  0°。

的嵌入轨迹和锚眼拉力，其预测结果与采用本文方
法获得的板锚嵌入轨迹和锚眼拉力对比如图 3、4
所示。从图 3 可以看出，本文模型预测的板锚的最
终嵌土深度为 67.8 m，文献[17]预测的最大嵌土深

土体为饱和软黏土，泥面不排水强度 su0  0 kPa，

度为 62.2 m，本文预测结果比文献[17]的预测结果
约大 8%。从图 4 可以看出，本文模型预测的板锚
的板锚承载力为 3 000 kN，文献[17]预测的板锚承
载力为 2 600 kN，最大嵌土深度为 62.2 m，本文预
测结果比文献[17]的预测结果约大 13.3%。
使用本文
模型得到的板锚最大嵌土深度和板锚承载力与文
献[17]的预测结果较为接近。另外，从图 3、4 还可

面参数， Vmax  13.21， M max  2.05， H max  3.22，

0

0

100

200

拖曳距离/ m
300
400

500

600

嵌入深度/ m

 0  40°。
本文使用 Elkhatib[18]给出的三维方形板锚屈服

m  1.07， n  4.19， p  1.1， q  4.02。
在图 1 中定义偏心系数为



ep
en

（17）

分别利用本文模型程序和文献[14]的解析解获
得了不同偏心系数简化 Bruce Dennla MK4 拖曳锚
嵌入稳定时的最大嵌土深度、承载力、锚眼拉力角、

10
20

不排水强度梯度 k  1.25 kPa/m，锚腚角为 50°，

本文模型
Muff 等[17]的预测

30
40
50
60
70

图 3 Muff 算例板锚的运动轨迹
Fig.3 Travel trajectory of Muff’ plate anchor

板锚转角结果如图 5～8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本
文模型计算结果与文献[14]的解析解计算结果基本
一致，这表明本文模型正确。
图 5、6 分别为不同偏心系数下简化 Bruce
Dennla MK4 拖曳锚嵌入稳定时的最大嵌土深度和
承载力。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偏心系数增加，板
锚的最大嵌土深度和承载力先增加，在  0.25 附
近达到最大值，而后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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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为板锚嵌入稳定时板锚面与竖直方向的夹

70
本文模型
Tian 等[14]的解析解

最大嵌土深度/ m

60

1945

角（本文称为旋转角）随偏心系数的变化。从图中

50

可以看出，随着偏心系数增加，旋转角逐渐增加，

40

并逐渐趋近于 90°。

30
90
20
85
0.4

0.6
0.8
偏心系数

1.0

1.2

旋转角 / (°)

10
0.2

图 5 不同偏心系数时简化 Bruce Dennla MK4 拖曳锚
最大嵌土深度
Fig.5 Ultimate embedment depth of simplified Bruce
Dennla MK4 anchor with different padeye offset ratios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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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模型
Tian 等[14]的解析解

7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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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2 000
本文模型
Tian 等[14]的解析解

承载力/ kN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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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偏心系数时简化 Bruce Dennla MK4 拖曳

8 000

Fig.8
6 000

锚的旋转角
 of simplified Bruce Dennla MK4 anchor with
different padeye offset ratios

4 000

4

2 000
0
0.2

0.4

0.6
0.8
偏心系数

1.0

1.2

MK4 拖曳锚的嵌入运动
尽管 Tian 等[14]的解析解可以计算拖曳锚最终

嵌入稳定时的嵌土深度、承载力、锚眼角和旋转角，

图 6 不同偏心系数时简化 Bruce Dennla MK4 拖曳锚
最终承载力
Fig.6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of simplified Bruce
Dennla MK4 anchor with different padeye offset ratios

但无法给出板锚嵌入运动全过程中的运动轨迹、运
动形态和锚眼拉力，而本文方法则可以预测板锚嵌
入运动的全过程。
利用本文模型获   0.4 时简化 Bruce Dennla

图 7 为板锚运动稳定时锚眼角随偏心系数的变

MK4 拖曳锚的嵌入轨迹、锚链形态、锚链长度、锚

化。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偏心系数增加，板锚运

眼角和旋转角的变化规律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以

动稳定时的锚眼角先增加，在  0.35 附近达到最
大值，而后减小。

看出，在拖曳开始阶段，板锚的嵌入深度、锚眼拉
拖曳距离达到 200 m（即 58B）时，嵌入深度、锚

70
本文模型
Tian 等[14]的解析解

锚眼角a / (°)

65
60

眼拉力和锚眼角都基本开始趋于稳定。图 9(a)给出
了拖曳锚嵌入不同位置时锚链在海床内的形态，从
图中可以看出，在海床内，锚链的形态为反悬链线

55

形态。随着拖曳锚嵌入深度增加，海床内锚链的长

50

度随之增加，最后逐渐趋于稳定，其极限值约为

45

250 m，如图 9(b)所示。图 9(c)为板锚在拖曳过程中

40
0.2

锚眼角与旋转角的变化，从图中可见，拖曳锚嵌入
0.4

0.6
0.8
偏心系数

1.0

1.2

图 7 不同偏心系数时简化 Bruce Dennla MK4 拖曳
Fig.7

力和锚眼角都迅速增长，但增长速率逐渐趋缓，当

锚的锚眼角
 a of simplified Bruce Dennla MK4 anchor with
different padeye offset ratios

过程中旋转角先减小而后增加，
然后趋于一稳定值。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板锚锚腚角决定了其初始嵌入方
向，然而这一初始运动方向与塑性势面法向方向不
一致，板锚运动方位有所调整，使得旋转角先减小，
而后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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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最后趋于稳定。
600

700

锚链形态

本文主要通过与已有预测方法对比验证预测
模型的合理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加强试验和现场
实测工作，进一步验证本文模型。

锚嵌入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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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嵌入轨迹和锚链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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