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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边界条件影响下闸室基坑开挖
支护算例分析
李文奇0陈法兴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河南 郑州0.))""#$

!摘0要"0本文在总结概括国内外基坑开挖支护方法及数值模拟分析应用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本构模型&

不同方向开挖释放荷载及排水边界条件对基坑开挖的影响"进而结合水闸基坑实际情况"开展连续防渗墙支护基

坑情况下渗流P应力耦合数值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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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河南省淮阳县清水河毛寨节制闸基坑在河道中开

挖"由于两侧地下水水位较高"故采用混凝土连续防渗

墙作为防渗及支护的结构"如图 # 所示$ 防渗墙沿 1

方向%顺河&连续布置"总跨度 ##*Q"+方向%横河&最

大跨度 )#1!Q"上下游两侧+方向跨度 .#1!Q$ 地下防

渗墙位于地下 #1$Q处"深度 !*Q$ 防渗墙浇筑完成后

进行基坑开挖工作$ 防渗墙 1方向包围基坑宽

度 2)Q$

基坑开挖共分为四级"分别为 21.Q*2Q*!1+Q和

#1+Q$ 基坑开挖边界与防渗墙间距离 +方向%横河&

平均为 #"Q*1方向%顺河&为 2Q$ 基坑开挖过程中采

用集水井进行抽排工作降低地下水水位$ 基坑开挖与

防渗墙相对位置如图 # 所示$ 该水闸地层岩性主要包

括淤泥质黏土*砂壤土*粉质黏土*黏土和少量中细砂"

其中前三种厚度不大"分别为 .1"Q*2Q和 21.Q"以下

土层为黏土*中细砂和粉质黏土的混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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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闸基坑与防渗墙几何模型

,%计算工况与计算模型

考虑计算区域模型 1*+*T方向尺寸分别为 #]*Q*

#!!Q和 +"Q"建立三维计算模型"单元类型为 92\*Z"

共 !!*#+ 个单元"如图 ! 所示$ 假定地下水水位主要

集中在+方向两侧"且与地表齐平"设置为第一类水力

边界条件#四周为法向约束条件"底部为三向约束条

件$ 基坑开挖1*+方向尺寸为 2"Q和 .!Q"分四级开

挖$ 基坑土体分为四层"采用摩尔库伦理想弹塑性本

构模型"防渗墙采用理想弹性模型"为 9!+ 混凝土"计

算参数见表 #$

数值模拟计算的步骤!首先进行防渗墙存在情况

下包含孔隙水压力的初始地应力场平衡"然后进行四

级基坑开挖计算"在此过程中每进行一级开挖"基坑的

表面区域均设置为第一类排水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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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有限元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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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三 维 模 型 计 算 参 数

材0料
容重

&

X

%U3XQ&

变形模量

'

%

XUZB

泊松比
'

孔隙比(

初始渗透系

数D

"

X%QXH&

摩擦角

(

X%Y&

膨胀角

)

X%Y&

黏聚力

"XUZB

淤泥质黏土 $1] +2"" "1! #1.! "1"2) #" "1# +1"

砂壤土 #21+

#.12 j#"

2

"1! "1$# 21$* !" "1# #+1!

粉质黏土 #!1*

#$1" j#"

2

"1! "1$2

!1+] j#"

h.

!2 "1# #+12

混合土层 #$1!

#.1)+ j#"

2

"1! "1$#

!1.! j#"

h.

!* "1# .+1+

混凝土 !.1"

!1* j#"

.

"1!# "1"""*

#1" j#"

h.

$%计算结果分析

从图 2 和图 . 可以看出"开挖完成后"以 +轴正向

为正北方向"基坑底部的南部*东部和西部出现了一定

范围的拉应力区"而北部没有出现#基坑的底部中间和

中上部约束效应最小"因此应力释放较明显$ 地下水

水位在集水井抽排的作用下有了明显的降低$

00从图 + 可以看出"基坑开挖完成后"1方向基坑的

最大位移出现在基坑的东西方向下部"西部的水平位

移最大值为 .12]*EQ"东部的水平位移最大值为

.12)$EQ$ +方向基坑的最大位移出现在基坑的中下

部"由于两侧防渗墙距离基坑不一致"导致最大位移有

一定差别"北部的水平位移为 +12]#EQ"南部的水平位

移为 +1")2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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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坑开挖完成后最大和最小主应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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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坑开挖完成后孔隙水压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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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坑开挖完成后 "&#方向位移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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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坑分步开挖完成后$方向位移云图

(%B&*%O&*%E&*%H&分别为 #*!*2*. 开挖步)

00从图 ) 可以看出"随着基坑开挖的进行"基坑底部

位移逐渐增大"最终达到 "1#Q的数量级$ 从基坑中部

取两个水平方向%南北向和东西向"以北和东为基准&

的位移作为监测点进行位移监测"如图 $ 所示$ 从图

中可以看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监测断面的的回弹值均

呈现出中间大*两侧小的趋势$ 开挖的深度越大"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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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量越大$ 坑底最终回弹值最大为 #*1.!EQ"按照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的

要求"该基坑应该按照支护级别最高的要求进行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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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坑分步开挖过程中基坑$方向南北向和东西向监测断面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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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防渗墙结构开挖过程中垂直河向位移云图

(%B&*%O&*%E&*%H&分别为 #*!*2*. 开挖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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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防渗墙最终最大主应力和最小主应力云图

00从图 * 可以看出"随着基坑开挖的进行"防渗墙结

构垂直河向位移逐渐变大"且逐渐下移"且主要集中在

基坑周边区域"最终防渗墙结构的垂直河向位移最大

值为 .1.!EQ"位于南部防渗墙中部下方中间位置"属

于支护级别最高的要求$ 从图 ] 可以看出"在基坑开

挖完成后防渗墙的顶部附近出现一定的拉应力区"最

大值位于墙体转折处"但应力值不大"为 "1"!$fZB"最

小主压应力也出现在墙体顶部附近"最大主压应力为

"1)$fZB"因此可以不用配筋即满足要求$

*%小%结

计算结果表明"随着基坑开挖进行"基坑底部的回

弹位移逐渐增大"回弹值均呈现出中间大*两侧小的趋

势#防渗墙结构垂直河向位移随着基坑的开挖逐渐向

结构下方移动"自身结构应力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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