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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能量桩-筏基础的热-力学特性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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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温度荷载与力学荷载共同作用下砂土地基中的悬浮能量桩-筏基础，建立热-力学响应分
析的三维非线性有限元数值模型，研究能量群桩效应、桩间土的温度变化以及能量桩数量和布设方式对桩
身附加轴向应力和桩头差异沉降的影响 . 结果表明，升温荷载作用下，能量群桩内部任意一个桩的桩身附
加轴向压应力比单桩作为能量桩时要小得多；在部分能量桩-筏基础中，能量桩的附加压应力沿桩长呈抛物
线分布，数值随能量桩数量的增加而减小；非能量桩的附加轴向应力沿桩长呈 S 形分布，非能量角桩和边
桩的上部出现附加拉应力，数值随能量桩数量的增加而增大；能量桩的布设方式对能量桩附加轴向应力有
较大影响，但对非能量桩附加轴向应力的影响较小；能量桩非对称布设时桩头间的差异沉降较大，桩周围
土的温度取决于其周围能量桩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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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3D nonlinear finite element model is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thermo-mechanical response of a piled

raft equipped with floating energy piles on sand subjected to combined thermo-mechanical loadings.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thermally induced group effects，the variations in temperature of the surrounding soil and the effect of the
number and the layout of the energy piles on the thermally induced additional axial stress in piles and the differential

settlements among the pile hea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all the piles are heated，the additional axial
compressive stress is much smaller for a pile in the energy pile group than that for single energy pile in the same

group. In a pile-raft foundation with partial energy pile，the additional axial compressive stress is distributed in

parabolic shape along the energy pile，and it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energy piles. While the
additional axial stress in a non-energy pile is distributed in S shape，and the additional axial tensile stresses in the

upper parts of non-energy corner piles and edge piles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energy piles. The
layout of energy piles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dditional axial stresses in the energy piles，but has in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dditional axial stresses in the non-energy piles. The maximum differential settlement among the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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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s is larger when the layout of energy piles is asymmetrical.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urrounding soil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energy piles around it.
Key words：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energy pile; pile-raft foundation; pile group effect; thermo-mechanical
behavior; numerical simulation

能量桩，也称能源桩或热交换桩，是在地源热

量群桩的沉降大于单能量桩，制热时桩身轴力小于

泵技术中将建筑桩基作为换热器取代地埋管，可节

单能量桩 . NG 等［17］进行了饱和黏土地基中悬浮 2 ×

于这些优点，能量桩技术发展迅速，得到了大量应

桩由温度循环引起的累积沉降和累积差异沉降随桩

约土地和施工费用，且换热效率高、节能环保 . 由

用 . 与传统桩基不同，能量桩不仅承受上部结构传
来的力学荷载，还要经历冷-热温度循环，工作机

理复杂 . 对能量桩工作机理的认知首先从单根能量
桩的研究开始 . BOURNE-WEBB 等 、路宏伟等
［1］

［2］

2 能量群桩离心模型试验，发现部分能量情况下群

间距的增加而减小 . JEONG 等［18］采用三维非线性有
限元法分析了悬浮能量桩-筏基础的力学响应，在

角桩、边桩和中桩为能量桩情况下获得了地基土类
型、桩间距和桩端约束等对能量桩轴力和桩头沉降

和孔纲强等 分别对伦敦硬黏土、昆山和南京黏性

的影响 .

GOOD 等

进行了室内砂土和黏性土地基中单能量

现有的室内外试验中群桩规模过小，更缺乏部分能

桩缩尺模型试验和离心模型试验，实测了在冷-热

量桩-筏基础的研究，难以准确把握实际工程中能

［3］

土地基中单能量桩的热-力学特性进行了现场试验 .
［4-6］

循环+力学荷载下单能量桩的热-力学响应，包括桩
体和地基土温度的变化、桩身附加轴向应力、桩头
累计沉降以及桩两端约束的影响等，发现桩受热时
桩身产生附加压应力，桩头产生附加隆起位移，桩
受冷时桩身产生附加拉应力，桩头产生附加沉降 .

桩体是热弹性体，桩头的累积沉降在前 2 次热循环

能量群桩工作机理非常复杂，影响因素众多 .

量桩-筏基础的热-力学特性 .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
三维热-力耦合有限元法，探讨砂土地基中 3 × 3 悬

浮能量桩-筏基础的热-力学响应，分析能量群桩效
应、能量桩布设方式和数目对其热-力学特性的影
响，以揭示能量桩-筏基础的工作机理 .

中发生，桩身附加轴向应力随桩二端约束的增加而

1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值模拟技术用于单能量桩热-力学响应机理和长期

1. 1 有限元模型

增大 . 近年来，一些学者［7-11］将多场耦合有限元数
特性的研究，结果表明，桩身附加应力、附加竖向

位移和地基土的温度变化都随温度荷载的循环而周
期性地变化，热荷载下能量桩-土相互作用主要取
决于桩-土界面处摩阻力的发挥，而受径向热应力
的影响不大 . 桩受冷时桩-土界面部分范围的剪应力

达到其极限值引起桩头累积沉降，在后续的循环中
桩侧剪应力减小，不再沉降累积 . 桩受热时桩端约
束对桩身应力的影响比受冷时要大 . 不平衡热荷载

砂土地基中筏板下 3 × 3 悬浮能量群桩平面图

如图 1. 正方形混凝土筏板板底与地表齐平，边长
为 7. 2 m，厚度为 0. 7 m. 桩直径 d p = 2r p = 0.8 m（rp
为桩半径），长度 L p = 20 m，间距 s = 3d p = 2.4 m.

各桩编号分别为 P1～P9. 其中，P5 为中桩，P1、
P3、P7 和 P9 为角桩，P2、P4、P6 和 P8 为边桩 .

S1、S2 和 S3 点位于能量群桩以内，S1 位于 4 桩中

对能量桩的长期热-力学特性有很大影响 .

实际工程中的能量桩总是以群桩的形式出现 .

王言然等［12］通过现场 1 × 3 能量排桩试验发现，与

单能量桩相比，热干扰使中桩的温度和轴力增加，
边桩温度和轴力减小 . MIMOUNI 等［13-15］对矩形筏板

边角下呈三角形分布的能量桩进行了现场试验和数
值模拟，发现升温下非能量桩轴向压应力减小，能
量群桩的群桩效应导致基础沉降增大，各桩之间的

差异沉降减小 . PENG 等［16］进行了室内砂土地基中
悬浮 3 × 3 能量群桩模型试验，发现制冷时悬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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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能量桩-筏基础平面图
Fig. 1

Plane view of a piled raft with energy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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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S2 和 S3 分别位于边桩与角桩、边桩与中桩中

容、凝聚力和内摩擦角 . 模型的力学边界条件为：

水平对称轴上，彼此相距 3rp. S4 在筏板边缘下，S5

均约束，地基土表面自由 . 模型的温度边界条件

心连线上的中点 . S4、S5 和 S6 三个点都位于群桩

4 个侧面约束法向位移，底边界上水平和竖向位移

和 S6 在筏板以外 . 建立能量群桩-筏基础有限元分

为：模型 4 个侧面和底边界温度等于地基土的初始

析模型，模型中地基土 2 个水平向各取 28. 8 m，深

温度 15 ℃，地基土的表面为绝热边界 . 采用多场耦

度取 40 m. 地基土和各桩的初始温度均为 15 ℃. 力

合有限元软件 COMSOL 进行能量群桩-筏基础热-力
耦合数值计算 . 模型中地基土和混凝土筏板用 4 结

学荷载 p = 96.5 kPa 均匀作用于筏板表面 . 能量桩

点四面体单元离散，混凝土桩采用 8 结点六面体

的温度荷载简化为桩体的均匀升温 △t = 15 ℃. 地

单元离散，桩-土和筏板-土完全接触 . 单元总数

基土采用莫尔-库仑弹塑性模型，模型参数见表 1.

110 718 个，结点总数 28 782 个 . 图 2 给出有限元模

其中，E、μ、ρ、α、λ、Cp、c 和 φ 分别为弹性模

型（finite element model，FEM）网格 .

量、泊松比、密度、线胀系数、导热系数、比热
表1
Table 1
材料

E/GPa

μ

混凝土桩

30. 000

0. 25

30. 000

0. 25

砂
筏板

0. 078

图2

材料参数

Material parameters

ρ/（kg·m ）

10 × α/℃-1

2 650

1. 0

0. 30

-3

2 200
—

5

1. 7
—

λ/（W·m-1·℃-1） Cp（
/ J·kg-1·℃-1）

c/kPa

1. 7

930

—

—

—

—

0. 25

930

1

φ/（°）
—
35
—

有限元模型网格

Fig. 2

FEM mesh

1. 2 计算工况
为研究能量群桩-筏基础的热-力学特性，根据

能量群桩中能量桩数目和位置设计了 16 个计算工

况，如图 3. 工况 EPi 中的 i 表示该工况的能量桩数

图3

能量桩布设及相应的计算工况

量 . 计算中轴向应力以压应力为正 .

Fig. 3 Layout of energy pil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alcu⁃

2 有限元模型验证

元模型为圆柱体，地基土深度取 50 m，半径取 40

为验证本研究有限元模型的合理性，采用前述
三维有限元方法建模，对文献［1］中单根能量桩的
热-力学响应进行模拟分析 . 试验桩长为 23 m，直

径为 0. 55～0. 61 m. 地基土和桩的初始温度都为
20 ℃，制冷模式下桩身温度变化 △t = -1 ℃. 有限

lation working conditions

m. 桩和地基土分别采用线弹性模型和摩尔-库伦弹

塑性模型 . 地基土和桩体分别用 4 结点四面体单元
和 8 结点六面体单元离散，单元数为 96 079 个，结

点数为 16 404 个 . 图 4 给出制冷模式下本研究三维
有限元法、JEONG 等 ［18］ 提出的三维有限元法和现

http://journal.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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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试验 3 种方法获得的桩身轴力的比较 . 本研究模

型的力学和热边界条件、桩和土的热-力学参数与
JEONG 等

数值模型相同，桩与土都是完全接触 .

［18］

压应力最小，桩顶附近仅为 451 kPa，不到角桩最
大压应力的 1/3.

EP9 工况典型桩附加轴向应力分布曲线见图 6.

图 4 表明，本研究数值模型计算的能量桩桩身轴力

从图 6 可见，升温荷载下能量群桩中各能量桩都承

果更接近现场试验值 .

桩、中桩和边桩的最大附加轴向压应力分别为

与现场试验结果比较吻合，比 JEONG 等［18］模拟结

受附加压应力，其中，角桩最大，中桩最小，角

66. 8、28. 5 和 41. 6 kPa. 角桩附加轴向压应力沿桩
长呈两端小中间大的抛物线分布，最大附加轴向压

应力点距桩顶约 12. 5 m. 中桩和边桩附加轴向压应
力沿桩长呈 S 形分布，中桩桩顶附近附加轴向压应

力最大，边桩最大附加轴向压应力点距桩顶 14 m，
计算结果表明，升温荷载使群能量桩中各桩轴向压
应力都增大了 .
图4
Fig. 4

不同方法桩身轴力的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axial forces in energy pile by
different methods

3 结果及分析
3. 1 能量桩群的群桩效应

首先考虑工况 EP0，此时群桩只承受力学荷

载，没有温度荷载 . 由于结构存在对称性，纯力学

荷载作用下 4 个角桩轴向应力相同，4 个边桩轴向
应力相同，图 5 给出中桩 P5、角桩 P1 和边桩 P2 桩

身轴向应力分布曲线 . 图 5 表明，力学荷载作用下

各桩桩身承受压应力，压应力在桩顶附近处最大且

图 6 EP9 工况典型桩附加轴向应力分布曲线
Fig. 6 Additional axial stress curves of central pile，corner
pile and edge pile for case EP9

为研究升温荷载引起的能量桩筏的群桩效应，

考虑群桩都是能量桩和其中仅中桩为能量桩的 EP9

和 EP1 二个工况，计算中桩 P5 的附加轴向应力，
结果如图 7. 为便于分析能量桩数目对能量桩附加
轴向应力的影响，图 7 也给出 EP5 工 况 中 桩 P5 的
附 加 轴 向 应 力 分 布 曲 线 . 从 图 7 可见，EP1 工况

中桩的附加轴向压应力远大于 EP9 工况中的数值，
二者最大压应力的比值约为 10. 8∶1. EP1 工况中桩

附加轴向压应力沿桩长呈上大下小的抛物线分布，
EP9 工况时则呈 S 形分布 . 计算结果表明，由于能

量桩间的热干扰，升温荷载下能量桩-筏基础中桩
的附加轴向压应力有明显的群桩效应，导致群桩内
图5
Fig. 5

力学荷载下典型桩轴向应力分布曲线

Axial stress curves of central pile，corner pile and
edge pile under mechanical loading

部能量桩上的附加轴向压应力大幅减小 .
3. 2 地基土的温度变化

图 8 给出能量群桩（EP9 工况）S1 至 S6 共 6 个

沿桩长逐渐减小 . 由于桩是悬浮桩，桩端处桩身压

点处（位置见图 1）地基土温升在桩长深度范围内的

大，桩顶附近最大压应力约为 1 540 kPa；中桩桩身

桩间土的温升分布曲线近乎重合，除了近桩端约

应力很小 . 在这 3 个典型桩中，角桩桩身压应力最

http://journal.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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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附加轴向应力的影响 .

图 7 和图 9 给出不同能量桩数下能量中桩 P5、

角桩 P1 和边桩 P2 附加轴向应力沿桩长分布曲线 .

从图 7 和图 9 可见，对于群桩中的能量桩，无论它

是角桩、边桩还是中桩，升温荷载在桩身引起的附
加压应力随能量桩数量的增加而减小，能量角桩和
边桩上的附加压应力沿桩长呈两端小中间大的抛物
线分布 . 随着能量桩数量的增加，能量中桩 P5 上的
附加压应力从上大下小的抛物线分布逐渐变为 S 形
图 7 不同工况下中桩附加轴向应力曲线
Fig. 7

分布 .

Additional axial stress curves of the central pile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1. 5～2. 0 m 处受下卧层土的影响升温幅度略小以
外， 这两处桩间土的升温较为均匀，数值约为

14. 8 ℃，接近 15 ℃的桩身升温 . S2 处桩间土平均
升温 14. 4 ℃，数值略小于桩群内的桩间土，但也

接近 15 ℃的桩身升温 . 桩端附近桩间土受下卧层土
的影响，温升幅度略小，数值约为桩身温度荷载的

90%. 计算结果表明，能量群桩内部桩和桩间土的
升温幅度近乎相同，这个结果与 PENG 等［16］室内模

型试验结果一致 . 此外，计算还发现，能量群桩以
外土体的温升幅度远小于能量群桩内的桩间土，离

群桩越远，桩长范围地基土的升温幅度越小 . S4、
S5 和 S6 处地基土最大温升分别为 13. 20、11. 30 和

9. 08 ℃，S6 处地基土最大温升仅为桩间土最大升
温的 61. 4%.

图 9 能量桩数对能量桩附加轴向应力的影响
Fig. 9 Effect of number of energy pile on the additional
axial stress in energy piles

图 10 给出能量桩数量对非能量角桩 P1、边桩

P4 和中桩 P5 附加轴向应力分布的影响 . 图 10 表明，
升温荷载下非能量桩附加轴向应力沿桩长呈 S 形分

布 . 非能量角桩和边桩的上部出现附加拉应力，其
数值和分布范围随能量桩数量的增加而增大 . 这是

由于非能量桩是被动受热桩，桩顶受到了能量桩头
附加隆起引起的筏板提拉作用 . 中桩 P5 受筏板的提
拉作用相对较弱，但受到的热干扰较强，能量桩数
量较多（超过 4 根）时中部会出现附加拉应力，其值

和分布范围随能量桩数量的增加而增大，总的来看
数值较小 . 如 6 个能量桩时，中桩桩顶以下 6～10

m 出现附加拉应力，最大值为 1. 33 kPa；能量桩增
图 8 地基土温度变化曲线
Fig. 8

Temperature variation curves of foundation soil

3. 3 热-力学特性影响因素分析

加到 8 个时，桩顶以下 4～12 m 出现附加拉应力，

最大值为 6 kPa. 非能量桩附加拉应力的出现使其桩
身压应力的数值减小 .

图 11 给出工况 EP4-1 下能量角桩、非能量边桩

3. 3. 1 能量桩数量的影响

和中桩温升沿桩长分布曲线 . 图 11 表明，由于角桩

非能量桩 2 种类型 . 能量桩是主动放热桩，非能量

15 ℃. 中桩和边桩都为非能量桩，是被动受热桩，

在部分能量桩-筏板基础中，桩分为能量桩和

桩是被动受热桩 . 现在分析能量桩数目对这两类桩

是主动放热能量桩，其桩身各点温升幅度都为
其桩身温升幅度沿桩长不再均布，桩顶处升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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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在群桩中的布设方式也会影响到桩间土的温
度变化和各桩附加轴向应力大小和分布 . 以 4 根能
量桩情况为例，选取能量桩不同布设的 EP4-1 至

EP4-8 共 8 个计算工况进行比较 . 图 12 给出各工况

下中桩 P5、边桩 P2 和角桩 P1 上的附加轴向应力沿
桩长分布曲线 . 图 12 表明，无论是中桩、边桩还是
角桩，当它为能量桩时桩身受到附加压应力，附加

压应力沿桩长呈桩顶大桩端小（中桩）或桩两二端小
中间大（边桩和角桩）的抛物线分布，数值受其他能
量桩布设方式的影响较大；当它为非能量桩时附加
轴向应力沿桩长呈 S 形分布，各工况下的数值非常
接近，能量桩布设方式的影响较小，角桩和边桩桩
顶以下一定范围的桩身出现附加拉应力 . 以图 12

（b）所示的边桩 P2 为例，它在 EP4-1、EP4-3 和 EP44 三个工况下是非能量桩，在 EP4-2 和 EP4-5～EP4-

8 工况下是能量桩 . 作为非能量桩时，附加拉应力

最大值在 -36.1 ~ - 46.7 kPa 间变化；它为能量桩工
况下各附加压应力曲线相距较远，最大值在 52. 9～

138 kPa 间变化，可见当 P2 桩为能量桩时其余能量
图 10
Fig. 10

能量桩数对非能量桩附加轴向应力的影响

Effect of number of energy pile on the additional

桩的布设方式对其附加压应力数值的影响较大 .

保持能量桩数为 4 个不变，在温度荷载和力学

axial stress in non-thermal piles

图 11
Fig. 11

桩身温度变化分布曲线

Temperature variations along different piles

高，约为 14. 8 ℃，数值接近能量桩升温值，沿桩
长温升逐渐减小，中桩的温升幅度略高于边桩，桩

端处二者数值分别为 12. 7 ℃和 12. 3 ℃，温升明显

小于能量桩，约为能量桩的 83. 3%. 被动受热的非

能量桩受到筏板的提拉作用，温升较小且沿桩长不
均布，这些原因导致其桩身附加轴向应力的大小和
分布与能量桩不同 .

3. 3. 2 能量桩布设方式的影响

对于部分能量桩-筏基础，当能量桩数量一定

http://journal.szu.edu.cn

图 12 能量桩布设方式对桩身附加轴向应力的影响
Fig. 12 Effect of layout of energy piles on the additional
axial stress in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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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共同作用下，EP4-1～EP4-4 四个工况下的桩头

它为群桩中唯一一个能量桩时要小得多 .

mm. EP4-1 和 EP4-2 两个工况下能量桩对称布设，

乎相同，筏板下的桩与土组成一个大换热器 .

量桩的布设方式对桩头差异沉降影响较大，能量桩

加压应力从而使其压应力增大 . 角桩上的附加压应

最 大 差 异 沉 降 分 别 为 0. 18、 0. 11、 0. 36 和 0. 27
EP4-3 和 EP4-4 二个工况下能量桩非对称布设 . 能

非对称布设时桩头最大差异沉降比对称布设时要大
1～2 倍，最大差异沉降出现在能量桩头和非能量桩
头之间 . 如工况 EP4-1 和 EP4-3，最大差异沉降分
别出现在能量桩 P1 和非能量桩 P5、能量桩 P1 和非

能量桩 P9 之间 . 结果表明，为减小桩头差异沉降，
部分能量桩-筏基础中的能量桩应对称布设 .

为研究能量桩的布设方式对桩间土温度变化的

影响，考虑桩群中布设 4 根能量桩的情况，分析

EP4-1～EP4-8 工况中 S1 点处不同深度桩间土温度

2） 能量桩-筏基础中桩间土的温度与能量桩几
3） 升温荷载下能量桩-筏基础中各桩都承受附

力最大，中桩上的最小 . 角桩附加压应力沿桩长呈
两端小中间大的抛物线分布，中桩和边桩附加压应
力呈 S 形分布 .

4） 升温荷载下部分能量桩桩-筏基础中能量桩

的附加轴向压应力沿桩长呈抛物线分布，数值随能

量桩数的增加而减小 . 非能量桩附加轴向应力沿桩

长呈 S 形分布，非能量角桩和边桩的上部出现附加
拉应力，数值和范围随能量桩数量的增加而增大 .

5） 在部分能量桩桩-筏基础中，能量桩的布设

的变化 . 有限元计算发现，S1 点处桩间土的温升幅

方式对能量桩附加轴向压应力的值有较大影响，但

数相同的计算工况有近乎相同的温升幅度 . 图 13 给

宜对称布设，以减小基础的差异沉降 .

度主要取决于其周围能量桩的数目，S1 周围能量桩

出了 EP4-1、EP4-2、EP4-5 和 EP4-7 工况的计算结

果 . 从图 13 可见，各工况下 S1 点处桩间土的温升
随其深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周围能量桩数目越
多，桩间土温升幅度越大 . 工况 EP4-7 中 S1 点周围
布满 4 根能量桩，桩间土温升幅度最大，工况 EP4-

1 中 S1 点周围仅有 1 根能量桩，桩间土温升幅度最

小 . S1 点周围分别布设 1、2 和 3 个能量桩情况下桩
间 土 温 升 彼 此 相 差 最 大 不 超 过 0. 7 ℃ . EP4-7 和

对非能量桩附加轴向应力数值的影响不大 . 能量桩

6） 升温荷载下非能量桩的温度小于能量桩，

且沿桩长的分布不均布，随桩深度的增加逐渐减
小 . 桩间土周围能量桩数量越多，温升幅度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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