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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水位变动下深大基坑空间效应离心试验
与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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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坑工程是典型的三维空间问题，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简化为平面应变问题。针对基坑工程的空间效应问题，首
先采用离心模型试验建立基坑工程三维模型，分析承压水位变动条件下基坑变形规律；然后，进一步开展三维数值模拟，与
离心模型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并开展基坑长度、开挖深度、承压水位高度和基坑面积等因素对基坑三维空间效应的影响
研究。研究表明：三维基坑离心模型试验监测得到基坑中部和角部断面处的地连墙水平位移以及基坑外侧地表沉降，验证了
角隅效应，且承压水位上升时角隅效应更显著；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长江 I 级阶地中当基坑长度大于 6 倍开挖深度时，基坑
中间断面基本为平面应变状态；随开挖深度逐渐增大时平面应变比显著增大，而当深度大于 25 m 时增大速率减缓；承压水
位升高时角隅效应更显著，承压水位超出地表 3 m 时平面应变比为 0.46。该研究成果为长江 I 阶地典型二元结构地层深大基
坑的设计和施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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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ifugal model tes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space
effect of deep and large foundation pit under the confined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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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ormation of foundation pit is considered as a typical three-dimensional (3D) space problem, but it can be simplified
as a plane strain problem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Through 3D centrifugal model tests of a foundation pit, the deformation laws of
the middle and the corner of the long side of the foundation pit were achieved under the fluctuation of the confined water level. Then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further carried out, and the obtained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from the centrifugal model
test. The numerical method was also used to analyse the effects of foundation pit length, excavation depth, confined water level and
foundation pit area on the 3D space of foundation pi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ner effect was verified by th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s at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ground wall and the surface settlement outside the foundation pit. When the length of the
foundation pit was more than six times the excavation depth in Yangtze River Terrace I,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foundation pit was
basically in the plane strain state. As the excavation depth increased, the plane strain rati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the
increase rate slowed down when the depth was greater than 25 m. The corner effect was more obvious with increasing confined water
level, and the plane strain ratio reached 0.46 when the level exceeded 3 m.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eep and large foundation pit in the typical binary structure str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Terrac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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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建设规模的逐渐增大，
城市综合体、轨道交通以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
大量涌现，涉及到基坑工程逐步呈现“大、深、
紧、近”的特点[1]，同时由于武汉地区是典型的
二元结构地层，承压水与长江、汉江的水系联系
密切[2]，因此，对基坑开挖围护结构变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34]。目前，基坑的研究一般将其简化为
平面应变问题，但实际开挖过程中基坑的变形呈
现明显的空间效应[56]。因此，对于基坑工程这样
典型的三维问题，用三维模型试验或数值分析等
进行研究才能更真实地分析基坑的变形规律[79]。
基坑的空间效应主要是由于基坑角隅处结
构刚度偏大，基坑开挖引起的应力状态不同，因
此角隅处的围护结构变形及坑外地基沉降明显
小于平面应变条件下的变形。已有研究主要从现
场监测[10]、数值模拟[1112]、理论分析[13]等对基坑
空间效应进行分析。Fook 等[10]研究表明，基坑空
间效应的主要因素包括基坑长度与深度比、软土
层深度、支撑系统刚度等；刘建航等[14]基于上海
软土的流变性对深基坑工程的影响，提出了考虑
时空效应的基坑变形控制设计与分析方法；俞建
霖等 [15]采用三维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了围护结
构变形、土压力空间分布以及基坑尺寸效应，并
通过与二维平面应变计算结果、实测结果对比表
明基坑三维分析的必要性。Finno 等[11]结合大量
的数值模型分析结果给出了由平面应变状态下
土体的位移推测三维条件下基坑不同位置处土
体位移的经验公式。元翔等[16]采用离心模型试验
对比研究了不同工况条件下围护结构的变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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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既能反映软土地区基坑的时空效应，并可验
证理论分析的有效性。现有研究对于承压水位变
化条件下长江 I 级阶地二元结构地层基坑问题空
间效应的研究较少。
本文基于武汉某临江深大基坑，旨在分析承
压水位变化条件下基坑的三维空间效应。考虑到
原型基坑尺寸较大，而目前国内现有的岩土离心
机无法直接模拟原型尺寸，本文采用离心模型试
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首先，在保持
原型基坑长宽比和深度条件下建立小面积基坑
的三维离心模型，研究承压水位变动条件下基坑
的空间效应；采用三维有限元分析法与离心试验
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研究，
然后探讨基坑长度、开挖深度、承压水位、基坑
面积等因素对基坑的三维空间效应的影响。其
中，离心模型试验是在保持原型基坑长宽比和深
度条件下进行，然后采用三维有限元数值模拟分
析面积大和长度大的基坑。

引 言

京

学

三维基坑离心模型试验

2

2.1 原型条件和概化
武汉某临江基坑总面积约 3.9×104 m2，平均挖
深为 16 m，最大挖深为 21.8 m，如图 1 所示。基坑
围护体系采用地连墙厚度为 800 mm 和 1 000 mm，
地连墙深为 49.7 m，地连墙隔断承压含水层；以裙
楼部分的 3 层地下室结构的顶板作为水平支撑，厚
度为 900 mm。基坑所在区域为典型二元结构地层，
上部为粉质黏土，厚度约为 5 m，压缩模量为
5.3 MPa，渗透系数为 7.9×106 cm/s；中部为粉质黏
土与粉土互层，厚度约为 7 m，压缩模量为 7.7 MPa，
互层渗透系数为 2.4×106 cm/s；下部为粉细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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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汉某深大基坑平面图
Fig.1 Layout plan of a deep and large foundation pit i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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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约为 38 m，干密度为 1.63 g/cm3，水下休止角为
29.5°，渗透系数为 3.87×104 cm/s。概化得到基坑
为矩形，长宽比为 5:1，地层概化为粉质黏土和粉

机运行进行土体固结；②离心机停机后，进行开

细砂 2 层，工况模拟开挖至坑底、水位上升和水位

水位；④离心场中降低承压水位，停机。其中，第

下降等。
2.2 试验方案

①步土体固结是制备完成的模型逐级提高加速度

本次试验研究的重点是基坑开挖支护完成后由
于承压水位变化条件下基坑的相关变形问题。试验
在长江科学院 CKY-200 大型岩土离心机上完成，

停止运行，该工况为模型制备过程；第②步开挖+

最大离心加速度为 200g，最大容量 200 g·t，有效半
径 3.7 m，采用三维模型箱 1 m×1 m×1 m[1718]。综
合考虑原型条件和长江科学院 CKY-200 离心机性

步和第④步为在离心场中模拟承压水位的上升和下

能，选定加速度为 100g，即试验模型率为 100，基
坑模型的尺寸为长 50 cm×宽 10 cm×高 50 cm，共设

降低工况是将侧壁水箱的水逐渐排水至底部储水

置 3×3 道支撑，如图 2 所示。

2.3 模型监测

离心模型试验工况模拟主要分为 4 步：①离心
挖+支护，重新启动离心机；③离心场中提高承压

20g、40g、60g、80g、100g，待孔压和变形稳定后
支护采用停机后进行开挖支护的模拟方式[19]，在停
机条件下逐级开挖并逐级支护直到基坑底部；第③
降，水位上升工况采用侧壁水箱补给，假设地基表
面为水位±0，水位由-12 m 逐级提高至 3 m；水位
箱，水位由 3 m 逐级降低至-10 m。
本次试验监测项目主要包括：①地下连续墙水
水箱
15

料力学中由应变值推算构件的转角和挠度的计算方

25

平位移，通过测量地连墙不同高度处应变，采用材
法[20]；②地基表面沉降，采用 6 个激光位移传感器，
分别布设在基坑连续墙中部和角部外侧的地基表

13
40

12

激光位移传感器
应变片
孔压传感器
25

100

10

面；③支撑内力，通过在基坑中部和角部不同高度
的支撑粘贴应变片计算得到支撑内力；④孔隙水压
力，承压水储水箱底部设置孔隙压力传感器，用于
计算水位的高度。其中，激光位移传感器型号为
CP08MHT，量程为 30～50 mm，精度为 20 m；应
变片型号为 BX120，2 mm×1 mm（栅长×栅宽），灵

50

敏系数为 2.08±1%，120±0.3 Ω；孔隙水压力传感器

25

100

KYB3I08，直径为 8 mm，厚度为 2 mm，测量范
围为 700 kPa，允许过载 120%。

(a) 俯视图

2.4

黏土和粉细砂，人工制备重塑土。其中，粉质黏土

12

±0
粉质黏土

38

3

2.4.1 地层材料
试验用土取自长江 I 级阶地二元结构地层粉质

-12

水
箱

粉细砂

50

模型材料与制作

排水
装置

排水储水箱

100
(b) 侧视图

图 2 承压水位变动基坑离心模型试验（单位：cm）
Fig.2 Centrifuge model tests on foundation pit under
confined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unit: cm)

需要风干、破碎、重新配置含水率。如表 1 所示，
通过常规物理力学试验得到离心模型试验材料相关
参数，粉质黏土的最大干密度为 1.5 g/cm3，最优含
水率为 24%，制备模型时采用 93%压实度，液限和
塑 限 分 别 为 40% 和 22% ， 渗 透 系 数 为 4.65×
106 cm/s，压缩模量为 5.8 MPa；粉细砂的最大、最
小干密度分别为 1.56、1.17 g/cm3，制备模型时采用
0.89 相对密实度。
2.4.2 模型地连墙和支撑
模型地连墙和支撑与原型分别满足抗弯刚度相
似准则和抗压刚度相似准则[19]。原型中，地下连续
墙和支撑均为钢筋混凝土材料，弹性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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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GPa，尺寸分别为 800 mm 和 1 000 mm×800 mm；

电磁阀排水降低承压水位高度。模型箱底部设置透

模型材料均采用铝合金，弹性模量为 70 GPa，通过

水钢板，保证基坑四周水位同步上升和下降。

计算得到模型地连墙的厚度为 5.5 mm，模型支撑直

2.6

径为 12.5 mm。

试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重点分析离心试验中开挖支护、水位上升

表 1 离心模型试验材料相关参数
Table 1 Material parameters in centrifugal model test
材料

计算参数

粉质黏土

  17.3 kN/m3, c  25 kPa,   25°, Es  5.8 MPa

粉细砂

  20 kN/m3, c  1 kPa,   30.7°

地连墙

Ep  70 GPa,   0.2, h  5.5 mm

支撑

E  70 GPa,   0.2, D  12.5 mm

注：  为重度； c 为黏聚力；  为内摩擦角； Es 为粉质黏土压缩模量；
 为泊松比；h 为地连墙厚度； D 为支撑的直径。 Ep 与 E 分别为地连
墙与支撑结构弹性模量。

2.5 水位变动控制
本次试验中承压水位变动是试验模拟的重要工
况。如图 3 所示为三维模型箱承压水位变动控制装
置示意图，模型箱顶部为补给箱，模型内部侧面设
置承压水位储水箱，通过控制电磁阀控制逐渐提高
水位高度；模型箱底部设置排水储水箱，通过控制

和水位下降 3 种工况的试验结果，而固结工况属模
型制备过程，变形置零。试验结果将地表沉降、地
连墙水平位移以及支撑轴力测量值转化为原型后给
出并进行分析。
2.6.1 地表沉降
图 4 为不同工况条件下地连墙外侧基坑中部和
角部的地表沉降。分析表明，随着距基坑地连墙距
离逐渐增大，沉降先增大后减小，呈凹槽形分布，
距离约 14 m 处（0.64 倍基坑开挖深度）沉降最大，
基坑中部和角部的最大值分别为 14.3、7.6 mm，即
角部沉降约为中部的 0.53 倍；当水位上升时，最大
沉降分别增至 18.9、8.7 mm，即角部沉降约为中部
的 0.46 倍；当水位下降时，最大沉降均减小，累计
沉降值介于开挖支护和水位上升两种工况之间。
距地连墙的距离/ m
10
20

0

承压水位控制箱

30

0

基坑地连墙和支撑

模拟地铁桩基

沉降/ mm

5
10
15

中部-开挖支护
中部-水位上升
中部-水位下降
角部-开挖支护
角部-水位上升
角部-水位下降

20
25

图 4 地表沉降
Fig.4 Settlement of foundation pit surface

2.6.2 地连墙水平位移

(a) 侧视图

图 5 为地连墙中部和角部水平位移。通过测量
地连墙不同高度处应变，假定基坑底部地连墙的水

0

0

水平位移/ mm
4
8
12

16

基坑地连墙和支撑
补
给
箱

电磁阀
承压水位控制箱

传感器连接线
(b) 俯视图

图 3 离心模型承压水位变动控制
Fig.3 Control device for confined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of
centrifugal model

深度/ m

-10

-20

-30

-40

-50

中部-开挖支护
中部-水位上升
中部-水位下降
角部-开挖支护
角部-水位上升
角部-水位下降

图 5 地连墙水平位移
Fig.5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concrete diaphragm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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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位移为 0，采用材料力学中由应变值推算构件的

模型四周固定水平方向位移，垂直方向可移动。模

转角和挠度的计算方法[20]。分析表明，基坑开挖支

型中，通过定义初始总水头模拟初始水位，通过定

护工况地连墙的水平位移自上而下逐渐增大，靠近

义水位升降的函数模拟水位升降，并赋予相关节点。

基坑底部时达到最大值，基坑中部和角部分别为
7.6、3.7 mm，然后逐渐减小，当深度大于 45 m 时
地连墙和
内支撑

变形基本为 0；当水位上升时，基坑中部和角部的
水平位移均增大，增大幅度分别为 20%和 11%，且

内支撑
粉质黏土

水平位移最大值位置略向下移动，位于坑底以下；

坑底地基
砂土

当水位下降时，基坑中部和角部的水平位移基本介

10

2.6.3 支撑轴力对比

(a) 基坑整体模型

图 6 为不同工况条件下基坑支撑轴力。通过测
量内支撑轴向应变，结合支撑轴力-应变标定结果，
计算得到支撑内力值。分析表明，3 层支撑的轴力
随着深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开挖支护工况基坑中
部和角部支撑轴力分别为 7.5、6.9 kN；水位上升后，
基坑顶部和和中部支撑轴力明显增大，而底部支撑
轴力基本保持不变；水位下降后，支撑轴力均减小，
基坑顶部和中部支撑轴力基本介于开挖支护和水位
上升工况之间，而基坑底部轴力变化不大。试验得
到基坑中部和角部支撑轴力差别不大，主要原因是
角部支撑到基坑边壁的距离较远。

0

2

支撑内力/ kN
4
6
8

50

100

100

于开挖支护和水位上升之间。

0

50

(b) 基坑内部剖面

图 7 基坑空间效应的三维数值模型（单位：cm）
Fig.7 Numerical model of three-dimensional
space effect of foundation pit (unit: cm )

数值模型中材料参数和单元属性至关重要，必
须依据材料本身的特性以及在模型中的作用合理选
择。数值计算采用的材料参数参照离心模型相关参
数，如表 1 所示。其中，地连墙和支撑材料强度相
对较高，均假设为线弹性材料；粉细砂为弹塑性材
料，且满足 Mohr-Coulomb 破坏准则；粉质黏土采
用 modified Cam clay（简称 MCC 模型）[21]，临界
状态有效应力比 M  1.00，对数硬化模量   0.085，
等向膨胀指数 K  0.019。

10

表 2 和图 8 为数值模拟与离心试验试验的对比。
图 8 为数值模拟与离心试验结果对比，图 8(a)为开

深度/ m

-5

挖支护工况下基坑外地表沉降，图 8(b)、8(c)分别
为基坑中部和角部地连墙水平位移对比。表 2 为开

-10

挖支护以及水位上升 2 种工况下基坑中部和角部的
-15
-20

基坑底部

中部-开挖支护
中部-水位上升
中部-水位下降
角部-开挖支护
角部-水位上升
角部-水位下降

-25

图 6 基坑支撑内力
Fig.6 Internal force of foundation pit support

3

三维基坑数值模拟

3.1 与离心模型试验对比
基于离心模型试验的基本参数，将其还原为 1 g
条件下的原型，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模型尺寸以
及支护结构如图 7 所示。采用 Midas/NX 有限元，
依据离心模型边界、
水位变化条件以及试验步骤等，
建立三维数值模型。模型位移边界基坑底部固定，

对比。分析表明，采用三维数值模拟与离心试验测
试结果在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但不同工况下规
律非常一致；靠近基坑角部处的坑外地表沉降和地
连墙水平位移均偏小，为基坑中部的 0.45 和 0.49，
且承压水位上升时，角部效应更为明显，比值相应
减小为 0.36 和 0.42。
表 2 不同工况下变形和支撑内力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splacement and axial supporting
forc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研究
方法

工况

坑外地表沉降/ mm
(距地连墙 14 m)

地连墙水平位移
/ mm

中部

角部

中部

角部

离心

开挖支护

14.3

6.7

7.6

3.7

试验

水位升至 3 m

18.9

7.5

9.1

4.1

数值

开挖支护

15.9

7.2

8.1

6.1

模拟

水位升至 3 m

19.4

7.9

11.3

6.3

岩

2004

土

力

学

2018 年

表 3 影响因素及取值情况
Table 3 Influence factors and their value ranges

基坑
距中心距离/ m
30 40 50 60

影响因素

取值

备注

基坑长度 L/He

0.5、1.1、2.3、4.6、6.0

B 不变, 增大 L

-5

开挖深度 He/ m

12.0、17.5、21.8、
26.0、30.0

随开挖深度增大，增设
内支撑

-10

承压水位 H/He

0.0、0.4、0.8、1.0、1.1

以基坑底部为水位±0

-15

2

数值模拟

500、2 000、3 400、
8 000、50 000

L/B 比值不变

-20

离心试验

-60 -50 -40 -30 -20 -10

0

0

10

20

距墙 14 m

沉降/ mm

距墙 30 m

基坑面积 S/ m

(a) 开挖支护工况下基坑外地表沉降

0

4

水平位移/ mm
8
12

16

0

深度/ m

-10
基坑底部

-20

-30
离心-中心-开挖支护
离心-中部-水位上升
离心-中部-水位下降
数值-中心-开挖支护
数值-中部-水位上升
数值-中部-水位下降

-40

-50

(b) 基坑中部地连墙水平位移对比

0

0

4

水平位移/ mm
8
12

16

目前，空间效应通常用平面应变比（plain strain
ratio，简称 PSR）表示，指三维条件下土体或维护
结构的变形与平面应变情况的比值，当基坑开挖长
度大于 130 m，且距离角隅大于 30 m 时，PSR 值接
近于 1.0[5]。本文基坑空间效应影响因素分析中，取
基坑开挖面积为 50 000 m2 时，基坑长度方向中间
断面为平面应变状态。
图 9 为基坑长度变化时的基坑空间效应以及地
连墙变形和墙后土体沉降。假定基坑深度 He 和基坑
宽度 B 均不变，将本文距离防渗墙 14 m 的水平位
移计算值拟合曲线与已有研究成果[11]进行对比。分
析表明，随着基坑宽度 L 逐渐增大，平面应变比逐
渐增大，当基坑宽度 L 由 0.5He 增大至 6He 时，平
面应变比的增幅为 0.63；地连墙水平位移和墙后土
体沉降均逐渐增大，但增加幅度越来越小。
1.1

-10

1.0

-20

-30

-40

-50

平面应变比

深度/ m

0.9
基坑底部

0.8 本文计算值拟合曲线
柔性墙(Finno,2007)[11]

0.7
0.6
0.5

离心-角部-开挖支护
离心-角部-水位上升
离心-角部-水位下降
数值-角部-开挖支护
数值-角部-水位上升
数值-角部-水位下降

刚性墙(Finno,2007)[11]

0.4
0.3

0

1

2

3
L/He

4

5

6

(a) 基坑空间效应

图 8 数值模拟与离心试验结果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experimental
displacement results when excavated to the pit bottom

基坑角隅效应主要影响因素很多[10]，采用上述
三维基坑数值模拟方法，重点研究长江 I 级阶地地
层条件下基坑面积 S（基坑长度 L 和宽度 B 同步变
化）、基坑长度 L、开挖深度 He、承压水位 H 等对
基坑空间效应的影响。表 3 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取值
范围，每次仅改变其中 1 个参数，其他参数取值不
变。计算结果如图 9～12 所示。

-10
深度/ m

3.2 角隅效应影响因素研究

0

5

0.5He
1.1He
2.3He
4.6He
6.0He

0
-5

-20 基坑底部

-10

-30

-15

-40

-20

-50
16

12
8
4
水平位移/ mm

00

10 20 30 40
离开墙体距离/ m

墙后土体沉降/ mm

(c) 基坑角部地连墙水平位移对比

-25
50

(b) 地连墙变形和墙后土体沉降

图 9 基坑长度变化时的空间效应和变形
Fig.9 Spatial effect and deformation caused by variation
of foundation pit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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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为基坑深度变化时的基坑空间效应以及

1.1

地连墙变形和墙后土体沉降。假定基坑长度 L 和基

1.0

分别为 1.7、1.9、2.3、2.9 和 4.2。分析表明，随着
基坑开挖深度逐渐增大，平面应变比显著减小，由

0.9
平面应变比

坑宽度 B 均不变，随基坑深度 He 逐渐增大，L/He

2005

0.8
本文计算值拟合曲线

0.7
0.6
0.5

0.86 降低至 0.41；地连墙水平位移和墙后土体沉降

0.4

均逐渐增大，并且水平位移最大值点逐渐增大，基

0.3
0.0

0.2

0.4

0.6
H/He

本位于基坑底部附近，而墙后土体最大沉降值离开

0.8

1.0

1.2

(a) 基坑空间效应

墙体的距离约为 0.5He～0.6He。

5
0

1.0

-10
本文计算值拟合曲线

0.8
0.7

[11]

柔性墙(Finno,2007)

0.6
0.5

[11]

刚性墙(Finno,2007)

深度/ m

0.9
平面应变比

0
-5
基坑
底部

-20

-10

-30

H=0
H = 0.4He
H = 0.8He
H = He
H = 1.1He

-40

0.4
0.3

0

1

2

3

4

-50
16

5

12
8
4
水平位移/ mm

L/He
(a) 基坑空间效应

00

-15

墙后土体沉降/ mm

1.1

-20

-25
10 20 30 40 50
离开墙体距离/ m

(b) 地连墙变形和墙后土体沉降
5

0

深度/ m

-10
-20
-30

-5
-10

基坑
底部

He=12 m
He=17.5 m
He=21.8 m
He=26 m
He=30 m

-40
-50
16

12
8
4
水平位移/ mm

00

10 20 30 40
离开墙体距离/ m

-15

墙后土体沉降/ mm

0

-20
-25
50

(b) 地连墙变形和墙后土体沉降

图 10 基坑深度变化时的空间效应和变形
Fig.10 Spatial effect and deformation caused by variation
of foundation pit depth

图 11 承压水位变化时的空间效应和变形
Fig.11 Spatial effect and deformation induced by variation
of confined water levels

图 12 为面积变化时的基坑空间效应以及地连
墙变形和墙后土体沉降。保证基坑长度 L 与宽度 B
比值不变，基坑面积逐渐增大，当基坑面积分别为
500、2 000、8 000、50 000 m2 时，基坑长度 L/He
比值分别为 2.3、4.6、6、9.2 和 22.9。分析表明，
随着基坑面积逐渐增大，平面应变比逐渐增大，当
2
基坑长度为 L 增大至 9He 即面积为 12 000 m（基坑
长宽比为 5:1）以上时，平面应变比基本趋于 1。

1.1
1.0

图 11 为承压水位变化时的基坑空间效应以及
坑深度 He 均不变，定义基坑底部为承压水位±0，随
基承压水位 H 逐渐升高，H/He 分别为 0、0.4、0.8、

0.9
平面应变比

地连墙变形和墙后土体沉降。假定基坑长度 L 和基

0.6
0.5
0.4

平面应变比显著减小，减小幅度为 0.24，即承压水

0.3

维基坑角隅效应增强；地连墙尤其是开挖区域内水
平位移显著增大，而墙后土体沉降随水位的升高而
逐渐增大，但当离开墙距离增大时沉降略有隆起。

柔性墙(Finno,2007)[11]

0.7

1.0 和 1.1。分析表明，随着承压水位的逐渐升高，
显著增大平面应变条件下围护结构的水平位移，三

本文计算值拟合曲线

0.8

刚性墙(Finno,2007)[11]
0

5

10

15

20

L/He

图 12 基坑面积变化时的空间效应
Fig.12 Spatial effect induced by change of
foundation pit area

25

岩

2006

4

土

结 论

力

[3]

analysis of groundwater flow changes by underground

问题，三维基坑离心模型验证了角隅效应，进一步

engineering[J].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 Surveying,

的参数分析表明基坑长度、开挖深度和承压水位等

2015, (1): 41－44, 58.

因素对角隅效应影响显著。
[4]

28(增刊 2): 1794－1798.

至坑底时基坑围护结构中部最大水平位移是角部的

XU Yang-qin, ZHU Xiao-min. Studies on strata

2.1 倍，基坑外侧 14 m 断面处中部地表沉降是角部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l of deformation and collapse of

地表沉降的 2.2 倍，基坑角隅效应明显，且承压水

deep excavation in the first terrace of Yangtze river[J].

位升高时平面应变比降低 0.24。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06,

（3）基于离心模型基本参数建立三维基坑数值

28(Supp.2): 1794－1798.
[5]

位的由基坑底部逐渐升高至地表以上 3 m（模拟长

OU C Y, CHIOU D C, WU T S.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deep excavations[J]. Journal of

的增幅为 0.63；基坑开挖深度由 12 m 增大至 30 m
时，平面应变比由 0.86 降低至 0.41；当基坑承压水

徐杨青, 朱小敏. 长江中下游一级阶地地层结构特征
及深基坑变形破坏模式分析[J]. 岩土工程学报, 2006,

心场中基坑周围水位变动控制。试验监测得到开挖

宽度由 0.5 倍基坑深度增大至 6 倍时，平面应变比

徐光黎, 徐光大, 范士凯, 等. 地下水位变动对地下工

XU Guang-li, XU Guang-da, FAN Shi-kai, et al. Impact

法研究长江 I 级阶地深大基坑工程的三维空间效应

模型，对比验证试验结果并开展参数分析，当基坑

2018 年

程的危害分析[J]. 工程勘察, 2015, (1): 41－44, 58.

（1）通过三维基坑离心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方

（2）建立三维基坑空间效应离心模型，实现离

学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1996, 122(5): 337－345.
[6]

康志军, 谭勇, 李想, 等. 基坑围护结构最大侧移深度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J]. 岩土力学, 2016, 37(10): 2909－

江 I 级水位升高至 23 m），平面应变比由 0.7 显著降

2914, 2920.

低至 0.46。

KANG Zhi-jun, TAN Yong, LI Xiang, et al. Influences of

本文初步建立了长江 I 阶地基坑空间效应离心

depth of maximum lateral deflection of excavation

模型，但受限于离心机容量和模型箱尺寸等因素，

support on adjacent environment[J]. Rock and Soil

未能直接模拟大型基坑尺寸，后续研究可借助高容
量岩土离心机（如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院在建的

Mechanics, 2016, 37(10): 2909－2914, 2920.
[7]

10 000 g·t 和浙江大学申请修建的 1 500 g·t 容量离

李连祥, 符庆宏, 黄佳佳. 砂土地基和粉质黏土地基基
坑悬臂开挖离心模型试验[J]. 岩土力学, 2018, 38(2):

心机）或其他综合方法进行大面积基坑工程空间效

529－536.

应的研究。

LI

Lian-xiang,

FU

Qing-hong,

HUANG

Jia-jia.

Centrifuge model tests on cantilever foundation 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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