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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坑倒挂井壁法开挖对地层变形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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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倒挂井壁法基坑施工过程中周围土体和井壁的变形情况,以位于成都市牛市口的

我国首个共享单车智能停车库基坑工程为背景,通过施工现场人工测量和自动化监测数据分析了

基坑附近地层变形情况,然后采用有限差分法建立井壁 土体共同作用的三维计算模型,将模拟结

果与监测结果进行对比,研究了基坑周围土体竖向沉降和基坑井壁横向收敛的变化规律。结果表

明:倒挂井壁法能保证较小的施工变形,且施工变形以水平向变形为主;采用倒挂井壁法施工,土体

在施工初期会出现少量隆起,然后随土体开挖而下沉,当初衬封底之后,基坑周围土体不再发生沉

降;基坑井壁横向收敛最大值发生在井壁约0.7倍深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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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deformationofthesurroundingsoilandtheshaftwallduringthe
constructionofthefoundationpitbythemethodofinvertedshaftwall,thechangerulesforthe
verticalsettlementofthesoilaroundthefoundationpitandthelateralconvergenceofthefounda-
tionpitwallarestudied.ThefirstsharedbicycleintelligentparkinggarageinChinaislocatedat
NiushikouinChengdu;thispaper,basedonthefoundationpitprojectofthisbicycleparkinggar-
age,usesmanualandautomaticmonitoringdataoftheconstructionsitetoanalyzegroundde-
formationnearthefoundationpit,andusesthefinitedifferencemethodtoestablishathree-di-
mensionalcalculationmodeloftheinteractionbetweentheshaftwallandthesoilmasstocompare
withthemonitoringanalysisresult.Theresultsshowthat:themethodofinvertedshaftwallcan
ensurethesmallerconstructiondeformation,andtheconstructiondeformationismainlyofhori-
zontaldeformation;intheconstructionofinvertedshaftwallmethod,asmallamountofuplift
willoccurintheinitialstageofconstruction,thenthesoilsinksasexcavationproceeds,andthe
settlementofthesoilaroundthefoundationpitwillnotoccuragainaftertheinitialliningis
sealed;themaximumlateralconvergenceofthefoundationpitoccurrsatabout0.7timesthedepth
ofthepitwall.
Keywords:groundfoundationengineering;deepfoundationpit;themethodofinvertedshaft

wall;deformationmonitoring;fieldautomaticmonitoring;numericalsimulation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及建

筑物日渐密集,地上空间紧张,城市繁华地带竖井施

工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减少对施工空间的需

求。倒挂井壁法就是对施工空间需求较小的一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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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施工方法,通过自上而下分段开挖、分段砌筑实现

基坑支护。国计鑫等[1]和张增峰[2]研究了倒挂井壁

法竖井施工沉降受地质情况和围岩应力场的影响。
吴昊[3]、许涛等[4]、于卫锋[5]阐述了倒挂井壁法竖井

施工主要施工工艺及注意事项,并提出建议。倒挂

井壁法地铁竖井开挖初期,土体荷载应力释放引起

基坑底面回弹,带动锁口圈梁上升,导致地表略微隆

起[6-7]。在支护结构受力变形方面,灌注桩钢支撑结

构基坑随施工进行,围护桩最大水平位移出现位置

逐渐下移并且数值不断增大[8-9]。基坑开挖过程中,
主动土压力先增加后不变,在桩后近似呈梯形分布,
且实测主动土压力小于理论值[10]。综上所述,目前

国内外研究主要针对倒挂井壁法基坑工艺特点和施

工步骤等进行分析,而对其结构受力、位移变形和空

间效应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对传统方式竖井施

工的变形情况研究较为完善,但倒挂井壁法竖井施

工变形情况尚不清楚。
基于此,本文以位于成都市牛市口的我国首个

共享单车智能停车库基坑工程为背景,通过人工测

量和自动化仪器对基坑周围土体竖向沉降和基坑井

壁横向收敛进行监测,利用两组变形监测数据分析

了基坑附近地层变形情况,然后采用有限差分法建

立井壁 土体共同作用的三维计算模型,并将数值模

拟计算结果与现场监测数据进行对比,以此研究了

基坑周围土体竖向沉降和基坑井壁横向收敛的变化

规律。研究结果可对类似工程提供一些指导建议。

1 工程概况

1.1 工程背景

成都市牛市口单车智能存车库工程是一个专供

共享单车停放的地下停车库,位于成都市二环高架

路和东大街交汇处,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2出站口附近。车库基坑附近没有邻近建筑物,
但车库基坑紧邻成都地铁2号线且最近距离仅8m。
车库基坑现场照片和平面图剖面图见图1和图2。
车库基坑总规划占道面积为196m2,基坑内径约9
m,基坑深度约11.3m,结构深度10.2m;基坑锁口

圈梁宽1.2m,初衬和二衬结构厚度均为0.3m,初
衬底板厚度0.3m,二衬底板0.8m;地下水位于地

表以下约9m,且地下水量较大。基坑初衬采用

C20混凝土浇筑,基坑二衬采用C40混凝土浇筑。

图1 基坑现场照片

Fig.1 Sitephotooffoundationpit
 

图2 基坑平面图和剖面图

Fig.2 Verticalandcutawayviewoffoundationpit
 

1.2 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现场地质勘察资料和室内土工试验,本工程

所处环境的土层物理力学性质具体参数见表1。

表1 土层物理力学参数

Tab.1 Physicalandmechanicalparametersofeachsoillayer

土层 厚度/m Young模量/MPa Possion比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密度/(103kg·m-3)

杂填土 3 14.2 0.28 45.2 23 1.85

粉质黏土 3 6.3 0.26 31.2 18.5 1.96

粉质含砂 1.5 9.5 0.28 23.5 18.2 2.01

稍密卵石 2.66 50 0.22 0 40 2.1

密实卵石 41.1 60 0.22 0 42 2.23

2 现场变形监测方案

为了保证基坑施工过程中基坑支护结构的稳定

性和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性,在车库基坑施工过程

中进行现场监测工作。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消除测量

误差,为工程施工提供更为准确的监测数据,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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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人工测量和自动化监测共同进行的方式对基坑

周围土体沉降和基坑井壁横向收敛进行监测。本文

所述的基坑井壁横向收敛是指基坑井壁向基坑中心

位置发生的水平位移变形。
根据工程现场情况,在车库基坑锁口圈梁上布

置4个沉降监测点;为了考虑基坑施工对现有建筑

的影响,在地铁站出口与基坑之间设置2个沉降监

测点。6个沉降监测点位置及编号见图3。根据本

基坑工程倒挂井壁法的施工计划,在进行沉降监测

时分成13个时间节点进行:按照1.5m深度分段开

挖共计8个步骤后达到坑底设计标高,第9步为初

衬底板施工,第10步为二衬底板施工,第11~13步

为二衬从下往上共三段二次支护施工。收敛监测点

位置和分段开挖的分段线见图4。

图3 沉降监测点位置

Fig.3 Settlementmonitoringpointlocation
 

图4 收敛监测点位置和开挖分段线

Fig.4 Convergencemonitoringpointlocationand
excavationsectionlines

 

对于基坑井壁横向收敛的监测方式为:基坑每

段井壁砌筑完成之后,立即以垂直方向0.5m为间

隔对该段井壁的横向内径进行多组测量,基坑井壁

初衬施工完成后在相同位置再次测量,视两次内径

测量差值为基坑井壁横向收敛值。
本工程自动化监测工作采用静力水准仪进行,其

工作原理为:在垂直方向上相对稳定的地方布置一个

基准容器,基准容器与位于各监测点的静力水准仪用

通液管连接,静力水准仪内部水压传感器感受到液体

压强变化,进而测得各监测点的沉降变化量。

3 监测数据分析

3.1 地表沉降分析

基坑周围6个沉降监测点随施工进度的人工测

量和自动监测沉降变形规律见图5和图6。

图5 人工测量累计沉降

Fig.5 Accumulatedsettlementmeasuredmanually
 

图6 自动监测累计沉降

Fig.6 Accumulatedsettlementmeasuredautomatically
 

为了对比人工测量和自动监测数据,对二者进

行误差分析计算。以6号沉降监测点为例,将人工

测量数据拟定为沉降真值μ,对静力水准仪自动监

测数据μ'进行误差数值Δ 和误差百分比p 计算,误
差数值计算方法见式(1),误差百分比计算方法见式

(2),其计算结果见表2。

Δ=μ'-μ (1)

p= Δ
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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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误差数值和误差百分比

Tab.2 Errornumberandpercentage

施工

步骤

人工监

测/mm

自动监

测/mm

误差数

值/mm

误差百

分比/%

4 -0.208 -0.258 -0.050 24.038

5 -0.411 -0.569 -0.158 38.443

6 -1.654 -1.457 0.197 11.911

7 -2.235 -1.965 0.270 12.081

8 -2.587 -2.754 -0.167 6.455

9 -3.125 -2.968 0.157 5.024

10 -3.298 -3.245 0.053 1.607

11 -3.415 -3.365 0.050 1.464

12 -3.526 -3.425 0.101 2.864

13 -3.648 -3.567 0.081 2.220

  由表2可知,静力水准仪自动监测数据与人工测

量数据极为接近,最大误差数值仅为0.27mm,最小

误差百分比达到1.464%,两组监测数据互相印证了

数据的准确性。在施工前期,两组监测数据出现较大

的误差百分比,这是因为施工前期累计沉降数值较

小,很小的误差数值也产生了较大的误差百分比;但
随着施工进行,累计沉降值逐渐变大,误差百分比减

小到个位数,误差逐渐缩小。由此可见,选取合适的

变形自动监测仪器并正确地使用,其监测数据具有良

好的准确性和正确性,合理使用自动监测仪器能更加

方便更节省人力地完成施工变形监测工作。
由图5~6可知,人工测量和自动监测规律基本

一致,两组监测数据相差很小。距离基坑最远的1
号监测点累积沉降值最小,约为-0.63mm;比1号

监测点更加接近基坑的2号监测点累积沉降值略微

增加,约为-2.41mm;基坑锁口圈梁上的3号、5
号、6 号 监 测 点 累 积 沉 降 值 比 较 接 近,约 为

-3.32mm;同样位于基坑锁口圈梁上的4号监测

点因为受到吊车荷载影响,其累积沉降值大于另外

3个监测点,约为-5.29mm。基坑施工引起的土

体沉降主要与监测点到基坑中心的距离相关,越靠

近基坑,土体沉降值越大;当监测点距离基坑中心3
倍半径时,土体沉降程度减小到基本稳定状态。得

益于倒挂井壁法分段开挖和分段浇筑的及时支护特

性,本基坑工程周围土体总体沉降水平较小,对土体

变形影响较小是倒挂井壁法施工的主要特点之一。
由于倒挂井壁法施工工艺的特殊性,施工前期

在现场不便于进行沉降监测工作,累积沉降曲线只

包含了第4到第13施工步骤。由图5~6可知,基

坑周围土体的沉降值随基坑开挖深度增加而出现较

为稳定的增长;当施工步骤进行到第9步时,土体后

续沉降值趋于稳定,这是由于基坑初衬封底,基坑初

次支护结构已施工完成,初衬结构对基坑周围土体

已能提供很好的约束作用。本工程所处地带地下水

位于基坑深度约9m处,对应于施工步骤第6步和

第7步之间,但是土体沉降曲线在对应时间节点并

未出现较大变化,这说明分层开挖分层浇筑的倒挂

井壁法施工能有效地减少因地下水涌出和泥土流失

情况导致的基坑沉降,保证基坑施工的安全。

3.2 井壁横向收敛分析

基坑每段井壁砌筑完成之后,立即对该段井壁

的横向内径进行测量,基坑井壁初衬施工完成后在

相同位置再次测量,视两次内径测量差值为基坑井

壁横向收敛值。收敛监测点位置和分段开挖的分段

线见图4。沿垂直方向分布的基坑井壁横向收敛监

测值见图7。

图7 井壁横向收敛监测值

Fig.7 Monitoringvalueoflateral
convergenceofshaftwall

 

根据图7可知,基坑井壁横向收敛沿井壁深度方

向呈先增大后减小的总体趋势。在靠近基坑顶部位

置,此处主动土压力较小,井壁横向收敛值较小,约为

1.54mm。基坑井壁横向收敛值从基坑顶部到约0.7
倍基坑深度大约呈线性增大,在0.7倍基坑深度处达

到最大收敛值约为10.25mm,这是由于此段井壁位

置的主动土压力较大且主动土压力作用时间较长。
基坑井壁横向收敛值从0.7倍深度到基坑底板位置

大约呈线性减小,在基坑底板处减小到约2.15mm,
此段井壁位置虽然主动土压力更大但是主动土压力

作用时间相对较短,并且基坑封底对井壁提供了横向

约束作用,所以井壁横向收敛值急剧减小。
另一反面,基坑井壁横向收敛最大值约为基坑

周围土体最大沉降值的2倍,说明此工程施工对地

层变形影响主要体现在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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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值模拟

4.1 模型建立

为分析基坑周围土体沉降和基坑井壁横向收敛

的变化规律,采用有限差分数值模拟软件建立井壁

土体共同作用的三维计算模型。在本次数值模拟

中,采用理想弹塑性本构模型 Mohr-Coulomb屈服

准则,初始地应力场仅按土体自重应力场考虑,在对

应区域施加吊车荷载30t,工程所用钢筋混凝土材

料的物理力学参数见表3。基坑施工影响范围设置

为4倍基坑深度,其模型整体尺寸为90.6m×
90.6m×51.26m,在开挖支护区域采用柱体网格

和柱形壳体网格单元划分。本次数值模拟的边界条

件为:模型的前后边界和左右边界施加水平约束,即
边界横向收敛为零;模型的底部边界固定,即底部边

界横向收敛、垂直位移为零。
表3 钢筋混凝土物理力学参数

Tab.3 Physicalandmechanicalparameters
ofreinforcedconcrete

钢筋混凝
土类型

弹性模量/
(104 MPa)

剪切模量/
(104 MPa)

密度/
(103kg·m-3)

C20 2.55 1.09 2.46
C40 3 1.39 2.548

  根据本基坑工程施工计划和监测方案,在数值

模拟计算时同样分成13个步骤进行,前8个步骤的

模拟方式为:按照1.5m深度模拟分段开挖,再模

拟每段开挖的应力释放,应力释放后模拟激活每段

井壁初衬。根据基坑施工现场的沉降监测点位置和

沿基坑深度竖直方向分布的井壁横向收敛监测点位

置,在本次数值模拟中对应位置设置模拟监测点。

4.2 模拟结果分析

根据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基坑周围土体各沉降

模拟监测点沉降值见图8。由图8可知,基坑周围

土体沉降数值模拟结果与现场监测数据规律几乎一

致,数值模拟结果补足了现场监测缺失的施工前期

阶段数据。值得注意的是,现场6个沉降模拟监测

点在施工前期均表现出轻微隆起,这与文献[7]中得

出的倒挂井壁法施工前期土体隆起的结论一致:采
用倒挂井壁法进行基坑开挖,施工前期因基坑开挖

处土体应力释放,开挖面土体向上回弹,带动基坑周

围土体略微隆起,基坑锁口圈梁上升;随着开挖施工

进行,这种轻微隆起现象消失,土体开始下沉。当施

工步骤进行到第2步,即开挖深度到3m左右时,土
体隆起趋势抵消,土体开始下沉。当施工步骤进行

到第3步到第9步之间时,基坑周围土体沉降速度

保持稳定;当施工步骤进行到第9步,即初衬底板施

工完毕之后,基坑周围土体趋于稳定,随后续施工进

度几乎不再发生沉降。

图8 沉降模拟监测点累计沉降值

Fig.8 Accumulatedsettlementvalues
ofsimulatedmonitoringpoint

 

以6号沉降监测点为例,将该点的现场人工测

量、自动监测和数值模拟三组沉降数据整理见图9。
三组沉降数据呈现出一致的先均匀增长然后稳定不

变的变化规律,且三组数据差异很小,最大差异处不

足0.5mm。

图9 6号沉降监测点三组数据对比

Fig.9 Comparisonofthreegroupsofdata
atNO.6settlementmonitoringpoint

 

将基坑井壁横向收敛模拟值和现场监测值整理

见图10。由图10可知,两组沉降数据数据差异很

小,变化规律一致,均表现为基坑顶部到0.7倍基坑

深度的井壁横向收敛值随深度增加而线性增大,在

0.7倍深度处出现横向收敛最大值,然后0.7倍基

坑深度到基坑底板的井壁横向收敛值快速线性减小

0.7倍基坑深度处为基坑井壁横向收敛最危险点,
在施工过程中应着重注意基坑井壁在该位置处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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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结构施工和监测工作,保证施工安全性。

图10 基坑井壁横向收敛模拟值

Fig.10 Simulationvalueoftransversesettlement
convergenceoffoundationpitinnerwall 

5 结 论

1)倒挂井壁法能保证施工对基坑周围土体较

小的变形影响,土体在施工前期发生匀速沉降,当基

坑初次衬砌封底之后,土体几乎不再继续沉降。地

下水涌出对倒挂井壁法施工沉降影响较小。

2)采用倒挂井壁法进行基坑开挖,施工前期因基

坑开挖处土体应力释放,开挖面土体向上回弹,带动基

坑周围土体略微隆起,基坑锁口圈梁上升。随着开挖

施工进行,这种轻微隆起现象消失,土体开始下沉。

3)采用倒挂井壁法施工的基坑井壁横向收敛

最大值出现在井壁约0.7倍深度位置,基坑施工过

程中应着重注意此位置支护结构的施工和监测工

作,保证施工安全性。倒挂井壁法施工对周围土体

的变形影响以水平向变形为主。

4)选取合适的变形自动监测仪器并正确地使

用,自动监测数据具有良好的准确性和正确性,合理

使用自动监测仪器能更加方便更节省人力地完成施

工变形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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