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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裙式吸力桩真空沉贯及抗拔极限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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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裙式吸力桩的承载力，使其更易于沉贯且能更好地保护主桶周围土体免受洋流刨蚀，提出了一种新型低裙
式吸力桩模型，采用双桶负压法沉贯该桩，能有效减小土塞高度。提出的超低位真空预压法能够快速固结土体，缩短试验周
期，采用该方法加固的土体，能够较好地模拟强度沿深度增加的地基土。在该土体上采用抽真空法沉贯不同规格的吸力桩模
型，对比研究低裙式吸力桩的可贯性，分析其沉贯阻力，结合试验数据拟合出了沉贯阻力公式。最后，通过 45°斜拉试验并
结合 PLAXIS 3D 软件对吸力桩承载力展开研究，对比试验与数值模拟结果，分析新型低裙式吸力桩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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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model of the low skirted suction caisson was proposed to improve its bearing capacity and make it easy to penetrate
and protect the soil around the barrel from the ocean current. Penetrating the caisson with a double barrel of vacuum pressure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penetration but als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height of soil plug. A new method of ultra-low underneath vacuum
preloading was put forward to consolidate soft soil and shorten the period quickly. The soil reinforced by this method can better
simulate the foundation soil with increased strength along the depth. The suction caisson models with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by the
vacuum method were penetrated into soil, and then the feasibility of the low skirted suction caisson was comparatively studied. The
penetration resistance was analysed, and then a corresponding formula was deduced by fitting experimental data.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uction caisson was studied by the 45°pullout test combin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PLAXIS 3D software.
Finally, the rationality of the low skirted suction caisson was verified.
Keywords: low skirted suction caisson; underneath vacuum preloading; penetration resistance; soil plug effect; bearing capacity

引 言

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①施工周期短；②可重复利

随着海上石油、风电等资源的开发，海洋平台

能提高桩的抗拔承载力。然而吸力式基础同样也存

需要建在越来越深的海区，采用吸力式基础可以节

在一些缺点，例如土塞现象，有关土塞的危害及形

1

用；③直径大，长径比小；④抗拔时桶中形成负压，

[1]

省费用并能满足平台基础承受荷载的条件 。
吸力式基础之所以受到工程界的青睐是因为其

成特点，文献[24]进行了详细研究，不再赘述。本
文在考虑土塞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型低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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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②、③除在桩顶设有抽气排水孔及测压孔之外，

吸力桩模型，并分析其可行性。
有关传统吸力桩的研究相对较多，例如：孙东

在主桶与裙筒之间的裙顶还设有排水孔（沉贯过程

[5]

不连接吸力管道）
；
而④在主桶与裙筒之间的裙顶设

昌等 对单桶形基础负压沉贯特性进行了分析；杨
少丽等

[67]

通过模型试验研究了传统吸力桩沉贯过
[8]

抽气排水孔（连接吸力管道）。在原有吸力桩模型的

程中桶内水力梯度变化过程；朱儒弟等 通过模型

基础上增设导向杆，以保证吸力桩模型在贯入过程

试验对比研究了海上平台桶形基础模型压力压贯与

中的垂直度。桩体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各尺寸如

[9]

负压沉贯的特点；李大勇等 认为，吸力式基础的

表 1 所示。为了便于观察桩内土塞情况，所有吸力

沉贯量与主桶内吸力的大小的设定密切相关，太大

桩模型材料均采用亚克力（PMMA）透明玻璃，连

[10]

时土塞太高，太小时降低施工速率；朱斌等

通过

接管道采用透明高分子承压管道。

研究建立了负压与沉贯量及沉贯量与时间的关系
等。此外，Andersen 等[11]基于大量的现场实测数据
Ⅰ

及室内外模型试验结果，给出了两套吸力桶在砂土

Ⅱ

中安装时的阻力计算公式。API 规范[12]给出了吸力

Ⅰ
导向杆螺纹孔

[13]

在深入研究已有塔架的基础上，提出了裙式吸

Ⅲ
测压孔

排水抽气孔

L

H3

等

Ⅱ

H2

力锚，使 得吸力式基础在国 内进一步发展 。 文

t1

沉贯时最大容许内部吸力值的计算公式。李大勇

Ⅲ

献[1417]主要介绍了该基础形式的沉贯机制、承载

t2
H1

机制，分析了该基础在中粗砂中的可沉贯性，并通
过有限元数值分析及模型试验对该基础的水平承载

D2
D1

力做了详细研究。相对于传统的单桶式吸力桩，裙
式吸力桩水平承载能力高，增加的裙筒能保护主桶
周围土体不受洋流刨蚀，提高吸力桩使用寿命。

Ⅰ-Ⅰ剖面图
(a) ①传统吸力桩

延续以上学者及专家对传统吸力桩和裙式吸力
不良影响，进一步提出新型低裙式吸力桩模型，并

验与数值模拟结果，分析低裙的合理性。
相对于其他研究，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①采
用超低位真空预压法加固高岭土，有效缩短了试验
周期；②提出了新型低裙式吸力桩模型；③采用抽
真空方式沉贯吸力桩，进一步改进沉贯方法使其更
有利于桩体的沉贯，能有效减小土塞效应。

2

试验设计过程、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吸力桩模型
本试验采用 4 个吸力桩模型，共分为 3 种类型，
①为传统意义上的单筒吸力桩，②、③为普通裙式
吸力桩，④为低裙式新型吸力桩。①是一个底端敞
开、上端封闭的圆柱状桶结构；②、③是在传统吸
力桩的基础上增加一层裙边，形成 T 型结构的裙式
吸力桩，若将②、③裙筒降低，则形成十字型结构
的低裙式吸力桩④。①桩顶设有抽气排水孔及测压

(b) ②③裙式吸力桩

(c) ④低裙式吸力桩

表 1 吸力桩细部尺寸表
Table 1 Detail size table of suction caissons

通过室内模型试验对比研究低裙式吸力桩的可贯

PLAXIS 3D 软件对吸力桩承载力展开研究，对比试

Ⅲ-Ⅲ剖面图

图 1 吸力桩结构示意图
Fig.1 Structure of suction caissons

桩的研究，本文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土塞效应的

性，分析负压与沉贯深度的关系。考虑吸力桩实际
服役过程中的受力方式，通过 45°斜拉试验并结合

Ⅱ-Ⅱ剖面图

模型 主桶直径 主桶高度 裙桶直径 裙桶高度
编号 D2/ mm

H1/ mm

D1/ mm

H2/ mm

高差

顶厚

壁厚

H3/ mm t1/ mm t2/ mm

①

120

255

15

5

②

120

255

200

55

0

15

5

③

120

255

200

75

0

15

5

④

120

255

200

75

30

15

5

本文提出的低裙式吸力桩模型④在结构外观及
沉贯方式上均有别于文献[13]中提出的模型②或
③。首先是结构外观方面，如图 1 所示，本文模型
是在考虑了土塞不可避免的基础上，降低了模型裙
顶及裙边的高度，使改进后的模型裙边能更好地保
护主桶周围土体不受洋流刨蚀且不至于漏空，同时
期望同等高度的裙边能提高吸力桩水平承载力。其
次是沉贯方式的不同，本文采用双桶负压法沉贯，
而文献[13]中则采用单筒沉贯法，双桶沉贯法更能
提高裙式吸力桩的可贯性。本文试验模型 D/t 较大，
负压作用有效面积大，桩端阻力相对较小，有利于
桩体沉贯。
2.2 土体制备
试验土样采用钙质低渗透高岭土，颗粒直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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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 0.005～0.100 mm 之间，测得其塑限为
32%，液限为 59%。

0.0

抗剪强度 s/ kPa
2
4

0

2091

11
0.0

6

重度 / (kN/m3)
13
15
17

试验模型箱尺寸为 1.0 m×0.9 m×0.8 m（长×宽×
高）。使用正反循环强制式搅拌机，将天然含水率为

0.1

0.1

0.2

0.2

水下一层层均匀摊铺以保证箱体内泥浆的饱和度，
直至预定高度，静置 3 d 后，抽走上层清水，测得
表面泥浆含水率为 93.1%。

深度 h/ m

均质泥浆。然后在试验箱内加入适量水，将泥浆在

深度 h/ m

5%的松散高岭土加水搅拌成目标含水率为 90%的

0.3

0.4

0.4

箱内由下而上依次为：30 mm 厚砾石、 26 mm
中粗砂、一层土工布、700 mm 厚高岭土泥浆、一
层土工布、HDPE 防渗膜密封。试验装置及模型箱
立面布置如图 2 所示。

s  1.23e3.45 h

土工布

高岭土
滤管
中粗砂
砾石

图 2 试验装置及模型箱布置示意图
Fig.2 Experimental apparatus and the model box

0.0

深度 h/ m

抽滤瓶

0.5

图 3 十字板抗剪强度分布图
Fig.3 Vane shear strength
distribution

HDPE 膜

真空泵

  9.99h  11.72

0.5

0

c/ kPa
5
10

图 4 重度分布图
Fig.4 Unit weight
distribution
0

15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海底土层主要是冲积和沉积作用形成，其主要
黏土矿物为伊利石和蒙脱石 [18]。由于沉积历史不
同，天然海底土往往呈现为成层特性，其力学特性
也常常表现为各向异性。但考虑到吸力桩有着较小
的长径比，其入土深度相对于灌注桩很小，桩身大
多处于海洋土表层，且本文主要研究吸力桩的真空

0.5

内摩擦角 / (°)
5
10

0.0

深度 h/ m

钢丝螺纹滤管等间距排列、一层土工布、50 mm 厚

0.3

c  2.77e 3.1h

  17.8 ln h  73.6
0.5

图 5 黏聚力 c 分布图
图 6 内摩擦角  分布图
Fig.5 Variation of cohesion Fig.6 Variation of friction
along the depth
angle along the depth

沉贯阻力及抗拉拔承载力，故在土样制备时着重考
虑土体强度沿深度的分布，而忽略了海洋土成层特
性。
为使箱体内土样强度能够快速提高并接近海底
软黏土强度特点，采用超低位真空预压法加固箱内
土体。超低位真空预压法是在真空预压法的基础上
改进的一种快速加固土体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是在
土层最底层抽真空，使土体中的水向下渗流，以达
到快速固结土体的目的，可减少试验周期。如图 2
所示，设置数控真空泵，使抽滤瓶中负压维持在
-75～-80 kPa 范围，抽真空 15 d，最终高岭土层厚
度约为 550 mm，测得其物理性质指标：强度、重
度、黏聚力、内摩擦角分别如图 3～6 所示，固结后
的高岭土样在扫描电镜（SEM）下的微观结构如
图 7 所示，无裂隙，土颗粒连接紧密，均质单一，
整体呈絮状结构，结构性良好，无明显缺陷。

图 7 固结后的高岭土微观结构
Fig.7 Microstructure of kaolin after consolidation

2.3 吸力桩平面布置及沉贯装置
吸力桩贯入顺序及平面布置如图 8 所示，图中
①、②、③、④分别代表不同型号的吸力桩模型，
其具体参数见表 1。①、③桩水平间距为 500 mm，
②、③桩竖向间距为 4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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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贯入的吸力桩进行拉拔试验，此装置的特点在于
连接在滑块上的滑轮可在钢架横杆及竖杆上任意位

③

置滑动或固定，从而实现拉索与被拉物之间的角度
变换，进而实现试验目的。具体如图 11 所示，拉拔

900

450

①

试验如图 12 所示。
②

④
500

滑轮

1 000

图 8 沉贯顺序及平面布置图（单位：mm）
Fig.8 Penetration sequence and floor plan (unit: mm)

可移动滑块
钢架

拉力传感器
位移计
45°

砝码

沉贯装置如图 9 所示，主要由数控真空泵、抽
滤瓶、负压及位移监测系统组成。本试验的负压采
用微型孔压计测定并使用与其配套的数据采集卡采

水

图 11 拔桩试验装置示意图
Fig.11 Device schematic of suction caissons drawing test

集记录。沉贯过程如图 10 所示。
导向杆
水
监测系统

水平位移计

拉力传感器

抽滤瓶
真空泵
竖向位移计

图 9 沉贯装置示意图
Fig.9 Schematic of the penetration device
图 12 吸力桩模型 45°拉拔试验
Fig.12 The 45°drawing test of suction caissons
水
渗
透
试
验
装
置

2.5 试验流程
吸力桩模型沉贯过程与实际工程施工工况基本
一致，主要为桩体就位、管道安装、负压沉贯、桩
顶封闭、管道拆除等过程。
本试验共分为 3 个阶段：
（1）控制真空泵负压加载速率，使传统吸力桩
①以一定的速率贯入土体，确定其土塞高度，优化
裙式吸力桩②、③，降低其裙顶及裙边高度形成低
裙式吸力桩模型④。
（2）采用抽真空法贯入吸力桩模型②、③、④。
（3）静置 3 d 后采取逐级加载的方式对吸力桩
②、③、④做 45°拉拔试验，直至桩体完全丧失承
载能力。

图 10 吸力桩模型沉贯过程
Fig.10 Penetration process of suction caisson

2.4 拔桩试验装置
采用自主研发的立面内多角度拉拔试验装置对

沉贯过程中，低裙式吸力桩④在裙边接触泥面
以前，其裙顶抽气排水孔与真空泵之间的阀门处于
关闭状态，待裙边完全接触泥面以后，再打开阀门。
2.6 沉桩试验结果
在沉贯过程中，为了避免模型之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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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 8 所示的顺序，在模型试验箱内分阶段依次贯
入 4 种不同规格的吸力桩模型，得到的负压荷载-

2093

用双桶负压沉贯的原因，具体叙述如下：
API 规范[12]及丁红岩等[19]指出，在吸力沉贯时，

沉贯量曲线如图 13 所示。
沉桩过程会对桩周土产生

必须施加足够的吸力以使吸力桩下沉，同时吸力也

扰动影响，但随其距离的增加，土体受扰动程度越

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使土体不致发生整体失

小。由于本试验模型的 D/t 较大，属于部分挤土桩，

稳破坏形成过大土塞。因此，当最大吸力压强 P 一

相对实体桩而言对桩周土的扰动较小，且采用真空

定，吸力桩直径、地基土强度确定时，吸力桩的沉

沉贯法，能进一步减小桩周土的受扰动情况。因此

贯效应 S 取决于压力差作用的有效面积，有效面积

本文桩间距对沉桩影响相对较小。

越大，沉贯效应越大，最终沉贯量也越大，从而土

沉贯量/ mm

塞高度相对越小。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负压/ kPa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P

P

P
P

P

①吸力桩
②吸力桩
③吸力桩
④吸力桩

-80
-90
-100
-110
-120

图 13 吸力桩模型荷载-沉贯量曲线
Fig.13 Load-penetration curves of suction caissons

(a) ①

(b) ②③

(c) ④

图 14 吸力桩模型沉贯结果示意图
Fig.14 Penetration results of suction caissons

上图分别表示①、②、③、④吸力桩的沉贯结
果。在相同沉贯吸力值 P 作用下，①桩内由于负压

为观察水塞高度的变化情况，模型没有完全淹

引起的渗流力促使桩外土体不断涌入主桶产生土

没在水中，所以沉贯过程中先抽的是空气，后期抽

塞，②、③桩同样也会产生，并且由于裙的阻碍作

的是水。由于气流的不稳定性，所采集的负压值会

用，使桩体沉贯速率减小，渗流力作用时间相对延

有所波动，然而本文在绘制图 13 的过程中，所有负

长，导致土塞高度增加，造成桩身材料浪费，且高

压值均采用 1 min 之内所采的多个负压值的平均

出泥面的裙边作用不大，裙桶内容易形成水塞。而

值。总体而言，无论是抽水还是抽气，其目的都是

④桩由于降低了裙高且采用双桶负压沉贯法的方

减小筒内负压提供压力差，使桩体能够在压力差作

式，相对于②、③沉贯效应增大，能够克服阻力继

用下下沉，原理上没有太大差别。但具体来说，由
于水重度远大于空气，抽真空设备正常工作情况下

续下沉，有效减小土塞高度，最大程度发挥桩体性

抽水比抽气更加稳定，且抽水时可以控制流量，而

因此，由图 13 可知，对于裙高度相同的吸力桩

气流很难控制。
由上图可知，在本试验条件下，吸力桩①、②、
③、④的沉贯趋势基本一致，下沉过程中所需维持
的负压随下沉深度呈抛物线增长[13]。
由图 13 可知，最终沉贯负压达到 90 kPa 左右，
相对于本试验土体强度而言较大，这是由于固结后
的泥面相对于桩顶平面而言凹凸不平，当凸出的泥
面接触桩顶时不能作为试验停止的标志，故需继续

能。
模型③和④，采用双桶负压法沉贯的吸力桩④要比
单桶负压法沉贯的吸力桩③贯得深。
此外，本文还充分考虑了时间效应，即加载速
率对沉桩结果的影响，试验过程中尽可能使①、③、
④吸力桩沉贯速率相同且维持在 0.65 mm/min，而
使②吸力桩沉贯速率维持在 0.35 mm/min。所得位
移时程曲线如图 15 所示。由图可知吸力桩①、③、

加大负压，使主桶顶面完全接触土塞表面而后溢出

④所反映的时间-位移曲线趋势基本一致，
试验过程

白色泥浆，才停止试验。

中发现土塞大约在 180 min 时形成，而吸力桩②沉

相对于单筒吸力桩①及普通裙式吸力桩②、
③，

贯速率相对最慢，其土塞大约在 270 min 形成。吸

新型低裙式吸力桩④的可贯性良好，不因桩体结构

力桩的最终沉贯量有所差异，由此可见，土塞的高

形式的改变而降低，这是因为在沉贯吸力桩④时采

度与沉贯速率有一定关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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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

3.1 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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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3 可知，当负压为-50 kPa 左右时，荷载沉贯量曲线出现拐点，说明裙式吸力桩裙边已进入
泥面，沉贯阻力增大，沉贯量增长曲线趋于平缓，

-60
-70
-80
-90

此时有效沉贯阻力也随之增大。本文根据各桩实际
贯入量，按照已有文献[4]的计算公式：
（1）

R  Qf  Qp   f b Ab  qd Ap

-100
-110
-120

式中： R 为沉贯阻力（kN）；Qf 为桩侧摩阻力（kN）；

图 15 吸力桩模型位移时程曲线
Fig.15 Displacement-time curves of suction caissons

在沉贯末期，为保证主桶内土体不发生管涌破
坏，将桩顶管道刚好出现白色高岭土泥浆做为停止

Qp 为桩端阻力（kN）
； f b 为桩侧面单位面积摩阻力

（kPa），取土的不排水抗剪强度 cu ；Ab 为桩侧面面
积（m2）
； qd 为桩端部地基单位面积承载力（kPa），
黏性土取 qd  9cu ； Ap 为桩端部总面积（m2）
。

施加负压的标志，最终所得各桩自然沉贯量（即吸

将式（1）中 cu 用本文试验得到的室内十字板

力桩在自身、导向杆、阀门及管道重力作用下的沉

剪切强度 s 替换，s  1.23e3.45h （见图 3）
，可得到本

贯量）
、吸力沉贯量以及土塞高度如表 2 所示，沉贯
结果如图 16 所示。

试验各裙式吸力桩裙边进入泥面之前的最大沉贯阻
力。具体分析计算如下：
沉贯过程中的效应可由下式表示：

表 2 吸力桩模型沉贯结果
Table 2 Penetration results of suction caisson model

（2）

S W  P p

模型

主桶有效

自然沉贯量

吸力沉贯量

土塞高度

编号

长度 H/ mm

h1 / mm

h2 / mm

h3 / mm

①

240

105.50

101.50

33

②

240

100.40

93.60

46

③

240

102.75

97.25

40

④

( D 2 Pa ) / 4 ， Pa 为各桩主桶内实测压强值（kPa）
。

240

106.60

106.40

27

根据上述计算式（1）
、
（2）
，桩内实测负压值及

式中：S 为沉贯效应（kN）
；W 为桩体、部分管道、
阀门、导向杆自重（kN）
，试验测得 W  0.027 kN，
本 文 取 0.03 kN ； Pp 为 负 压 荷 载 （ kN ）， Pp 

实际沉贯量，计算可得各桩沉贯效应及相应沉贯阻
力如表 3 所示。
表 3 吸力桩沉贯效应及沉贯阻力
Table 3 Penetration effect and resistance test of
suction caissons

图 16 吸力桩模型沉贯结果
Fig.16 Penetration results of suction caissons

由表 2 及图 15 可以得出：
（1）对比②、③吸力桩可知，沉桩速率对土塞
高度有明显影响，即沉贯速率越慢，土塞高度越高。

桩号

沉贯量/ m

S/ kN

R/ kN

接近率/ %

①

0.195

0.51

0.38

0.75

②

0.193

0.50

0.37

0.74

③

0.196

0.50

0.38

0.76

④

0.192

0.51

0.37

0.73

由上表计算结果可知，沉贯效应 S 与沉贯阻力
R 比较接近，接近率达 75%左右，证明了本文试验
与理论的相一致性。
计算得到的沉贯阻力 R 略小于沉贯效应 S，这
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①因为吸力沉贯引起
水在土体中的渗流，产生的渗流力增加了吸力桶形

件下，
低裙式吸力桩的可贯性优于普通裙式吸力桩，

基础外部土体有效应力，但减小了桶内部土体和桶
尖端处土体的有效应力，使吸力桶形基础的总贯入

此沉贯方法可有效降低土塞高度，提高桩体承载力。

阻力减小[21]；②因为在计算最大沉贯阻力时，沉贯

（2）对比②、③、④吸力桩可得，在本试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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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外泥面部分所引起的摩擦阻力。

（4）

R  2k1 sAb  k2 sAp  k3

3.2 沉桩机制分析
为减小上述原因所引起的误差，本文从平衡理

式中：Ab 表示某一时刻吸力桩贯入海床中的单侧侧

论出发，结合试验数据，拟合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面积；通过本文试验数据进行拟合，求得 k1  2 ，

沉贯阻力表达式，为海上施工作业提供参考依据。

k2  1 ， k3   0.2 kN。

因此，沉贯阻力 R 关于室内十字板剪切强度 s

分析可知，吸力桩沉贯效应主要有沉贯负压及
桩身自重，沉贯阻力有主桶内、外摩擦力及桩端阻

的表达式可表示为

力。由于桩体在沉贯过程中速度缓慢且不间断，故

R  4sAb  sAp  0.2 

s  1.23e3.45h


不考虑加速度引起的惯性力，假定沉贯效应 S 等于
沉贯阻力 R。即
（3）

SR

（5）

整理上述结果可知沉贯阻力 R 是沉贯量 h 的函

以此为依据，在文献[4]已有计算公式的基础

数。将沉贯量 h 代入式（5）
，所得沉贯阻力-沉贯量

上，假设沉贯阻力 R 与十字板剪切强度 s 存在如下

曲线与沉贯效应-沉贯量的吻合程度如图 17 所示。

S 或 R/ kN
0.5

1.0

S 或 R/ kN
0.5

0.0

0.0
-0.10

-0.15

-0.20

-0.15

1.0

-0.15

-0.20

-0.20
(a) ①吸力桩

S 或 R/ kN
0.5

(b) ②吸力桩

0.0

拟合阻力
试验效应

贯入量/ m

拟合阻力
试验效应

贯入量/ m

贯入量/ m

拟合阻力
试验效应

1.0

S 或 R/ kN
0.5

1.0

拟合阻力
试验效应
贯入量/ m

0.0
-0.10

-0.15

-0.20
(c) ③吸力桩

(d) ④吸力桩

图 17 吸力桩试验效应与拟合阻力
Fig.17 Penetration effect and resistance fitting of suction caissons

由图可知，在土塞完全形成之前，沉贯效应与
拟合的沉贯阻力吻合程度较高，符合实际情况。将
桩内实测负压值 P 及沉贯量代入式（2）
、
（5）
，可
得各桩沉贯效应及沉贯阻力如表 4 所示。

了拟合公式（5）的合理性。
3.3 吸力桩拉拔试验结果与分析
为尽可能减小所拔桩体对其他未拔桩体的影
响，在保证立面内拉拔角度为 45°的前提下，本文
灵活选择平面拉拔角度，
减小相互桩体之间的影响。

表 4 吸力桩沉贯效应及沉贯阻力
Table 4 Penetration effect and resistance
of suction caissons

对已贯入的裙式吸力桩②、③、④进行 45°斜拉试

接近率/ %

验，加载方式为等时间间隔逐级均匀加载，拉力传
感器监测到的拉力-时间曲线如图 18 所示。

桩号

沉贯量/ m

S/ kN

R/ kN

①

0.195

0.51

0.48

0.94

由图可知，起始阶段拉力随时间呈线性增长，

②

0.193

0.50

0.47

0.94

③

0.196

0.50

0.49

0.98

④

0.192

0.51

0.47

0.92

当桩体抗拔承载力达到极限值之后，抗拔能力在短
时间内迅速下降至 0 附近，标志着此时桩体已完全
丧失承载能力。

由表可知，沉贯阻力与沉贯效应的接近率约为
95%。对比表 3 及表 4 可知，式（5）相对于式（2）

试验所得到的拉力-斜位移曲线如图 19 所示。
图中，无论是模型试验还是有限元模拟（见下文 3，

得到的最大沉贯阻力 R 更接近与沉贯效应 S，证明

模拟结果如图 19 模拟曲线），都表明桩体的斜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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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承载力与裙有关，对比吸力桩②、③可知，当裙

应力相关，既反映了土体的复杂非线性特性，又考

长度的增加 20 mm，吸力桩 45°抗拔承载力增加

虑了土体小应变阶段刚度增大问题，适合于大部分

32%，对比吸力桩③、④可知，由于土塞的阻碍，

土体，因此，本文采用 HSS 模型。

合理降低裙高度（相当于增大裙长度）能有效提高
桩体承载能力，本试验提高了 23%。

低裙式吸力桩的模型及网格划分如图 20 所示，
对应于前期开展的模型试验，本次有限元分析中吸
力桩与模型试验中尺度一致，具体尺寸见表 1。

80

②吸力桩
③吸力桩
④吸力桩

70

45°斜拉力/ N

60
50
40
30
20
10
0

10

0

20
30
时间/ min

40

50

图 18 裙式吸力桩拉力-时间曲线
Fig.18 Tensile force-time curves of skirted
suction caissons
80

45°斜拉力/ N

60
50
40
②桩试验
③桩试验

30

④桩试验
20

②桩模拟
③桩模拟

10

④桩模拟
0

20

40
60 80 100 120
45°斜位移/ mm

图 19 裙式吸力桩拉力-斜位移曲线
Fig.19 Tensile force-displacement curves of skirted
suction caissons

4

对于土体边界条件的设置，参考文献[2224]，
取水平方向为桩体主桶尺寸的 13 倍、竖直方向为 6
倍主桶直径的土体作为边界，此时土体边界效应对
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土体采用 10 节点四

70

0

图 20 低裙式吸力桩④有限元模型及网格划分
Fig.20 Finite element model and mesh of low skirted
suction caisson No.4

PLAXIS 3D 岩土有限元数值模拟

4.1 模型的建立与参数设置
为了和模型试验数据做对比，相互验证，本文
采用岩土有限元分析软件 PLAXIS 3D 对饱和高岭
土中吸力桩承载力展开数值模拟研究。
PLAXIS 3D 软 件 包 含 许 多 本 构 模 型 ， 如
Mohr-Coulomb 模型、HS 土体硬化模型（hardening
soil model）、HSS 小应变硬化模型（HS-small strain
stiffness）等，由于 HSS 模型所反映的土体刚度与

面体实体单元划分网格，桩体采用 6 节点板单元划
分网格，桩体与土体接触部分设置 12 节点界面单
元。根据 PLAXIS 用户手册可知，界面单位属性与
周边的土的模型参数相关，这些参数依赖于周边土
体所选用的材料模型。本文中界面参数选用相邻土
体参数，并给予强度折减系数 0.8。土体表面设置高
度为 15 cm 的水层，PLAXIS 3D 可根据模型需要任
意设置水头高度。顶面为自由边界，侧面施加水平
向约束，底面施加固定约束。加载模式采用逐级加
载分步施工模式，在加载计算的过程中，当桩体位
移突然增大，土体崩塌，计算不收敛时作为计算的
终止条件。
4.2 计算结果与分析
分别按照上述模型条件及参数分别建立吸力桩
②、③、④有限元模型，输入模型试验加载参数，
得到的拉力-位移曲线如图 19 所示。由图可知，与
室内模型试验所得曲线基本吻合。拉拔后的桩体相
对位置及土体破坏情况如图 21 所示，
桩体沿拉力方
向整体移动，左侧泥面随桩体右移下凹，而右侧泥
面由于桩顶及裙顶的带动作用上凸。从总位移场图
22 可知，桩体左侧表面 A 处土体呈现水平位移，靠
近桩体的 B 处土体具有斜向下的位移，这是由于桩
体向右移动出现缝隙，左侧土压力迫使土体斜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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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C 处的土体在主桶的带动下表现为 45°斜向

工离心模拟研究与分析[J]. 海洋工程, 2004, 22(2): 90

上的位移场，与桩体位移基本一致，D 处由于上拔

－97.

力的作用而出现了竖直向上的位移场，E 处由于桩
体的挤压及带动呈现斜向上的位移，F 处在桩体的
移动和带动作用下，土体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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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by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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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东昌, 张士华, 于鸿洁, 等. 桶形基础负压沉贯特性
分析[J]. 海岸工程, 1999, 18 (1): 33－36.
SUN Dong-chang, ZHANG Shi-hua, YU Hong-jie, et al.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bucket foundation during

结 论

penetration by suction[J]. Coastal Engineering, 1999, 18

（1）新型低裙式吸力桩吸力可贯性良好，易于
施工。
（2）由于内外压力差及渗流力的存在，采用抽

(1): 33－36.
[6]

杨少丽, 李安龙, 齐剑锋. 桶基负压沉贯过程模型试验
研究[J]. 岩土工程学报, 2003, 25(2): 236－238.

真空法沉贯吸力桩时，土塞现象不可避免。

YANG Shao-li, LI An-long, QI Jian-feng. Experimental

（3）双桶负压沉贯方式能有效降低吸力桩土塞
高度，增加桩体有效长度，提高吸力桩承载力。

study on bucket foundation during penetration by
suction[J].

（4）在强度沿深度方向增加的土层中采用抽真
空法沉贯吸力桩时，吸力桩沉贯阻力是沉贯量的函
数。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03, 25(2): 236－238.
[7]

杨少丽, GRANDE LARS, 齐剑锋, 等. 桶基负压沉贯
下粉土中水力梯度的变化过程[J]. 岩土工程学报, 2003,

（5）本试验中，低裙式新型吸力桩的承载能力

25(6): 662－665.

相对于普通裙式吸力桩提高了 23%。
（6）超低位真空预压法能够快速固结软黏土，

YANG Shao-li, GRANDE LARS, QI Jian-feng, et al.

且固结后的土体整体性良好、强度随深度增加。

bucket by suc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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