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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隔离桩对地表及深层土体沉降的控制效能，对 Plaxis2d 中模拟隔离桩的实现方法进行分

析，建立“隧道-隔离桩”相互作用有限元模型，研究桩长、桩径、桩顶埋深、桩水平位置以及隧道埋深等
参数对控制效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隔离桩对地表及地层深层土体沉降的控制效能不同，在设置隧道均匀

径向收缩模式下，对地表而言桩长的影响最为明显，实际工程中应深入隧道底部，至少达到隧道半径，
以保证对地表沉降的控制效果；隔离桩设置得离隧道越近，控制效能越好，尤其是对深层土体沉降的控

制；桩直径在 0. 6～1. 4 m 内变化对隔离桩沉降控制效能影响不明显；埋入式隔离桩对地表沉降的控制效能
与非埋入式相比差别不大，但对地层深层土体的沉降控制效能明显优于非埋入式；对于相同的隔离桩，隧

道埋深越深，隔离桩对地表沉降的控制效能越低．隔离桩对一定范围的深层土体沉降控制效率基本为负
值，说明隔离桩的设置反而加大了深层土体原有沉降，出现负面效果．研究结果可为隔离桩的设计施工提
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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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isolation pile 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surface and deep soil, we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simulated isolation pile in Plaxis 2d, and establish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tunnel and isolation pile interaction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pile length, pile diameter, buried depth of pile top,
pile horizontal position and tunnel buried depth on the control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ol

effectiveness of the isolation pile on the ground surface and deep soil strata subsidence is different. Under the

uniform radial contraction mode of the tunnel, the pile length has the most obvious impact on the ground surface. In
practical projects, it should be at least one radiu at the bottom of the deep tunnel to ensure the control effect on

surface subsidence. The closer the isolation pile is set to the tunnel, the better the control efficiency is, especially to
the settlement of deep soil. Within 0. 6 ~ 1. 4 m pile diameter changes on the isolation is of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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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e settlement control effectiveness.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buried isolation pile on ground settlement i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on-buried one, but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deep soil settlement in the ground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non-buried isolation pile. For the same isolation pile, the deeper the tunnel is buried, the lower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the isolation pile on surface settlement. In this study,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isolation piles
on the settlement of deep soil mass is basically negative, indicating that the placement of isolation piles increases the
original settlement of deep soil mass, instead, resulting in negative effects.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isolation pile.
Key words: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tunnel excavation; isolation pile; ground settlements; deformation control;
numerical simulation

当前中国地铁建设飞速发展，隧道开挖会对邻
近建筑物造成威胁，必要时需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近年来隔离桩作为隔断结构越来越多被运用于实际
工程中，对地层变形控制效能的分析评估也变得
必要．
此前，不少学者针对隔离桩控制隧道、基坑施
工对邻近建（构）筑物影响进行了研究

．然因隔

［1-6］

离桩多用于隔断建筑物浅基础及地表沉降，前人研
究重点多集中在隔离桩对地表土体位移场的影
响

．随着双线并行深埋隧道施工，隧道侧穿桥

［7-8］

梁和建筑深基础等工程实例的日益增多，对隔离桩
对地表及地层深层土体位移整体控制效果的研究就
显得非常必要，且目前隔离桩的设计施工仍主要依
赖工程经验，缺乏明确的规范规定．

本研究通过有限元软件 Plaxis2d，建立“隧道-

隔离桩”相互作用分析模型，通过改变桩长、桩

径、桩顶埋深以及隧道埋深等参数，研究隔离桩对
地表及地层深层土体沉降的控制效率，以期为隔离

内力结果，且锚杆单元只在端点处与土体接触，无

法模拟桩土相互作用．方法 3 综合前两种方法的优

势，Embedded 桩单元由桩单元与特殊界面单元构
成，既能模拟排桩间距不产生连续剪切面，又能得
到桩身内力，因此本研究主要使用方法 3．
1. 2 隔离桩数值模拟方法验证

为验证本研究隔离桩模拟方法及参数正确性，

选取文献［9］中研究案例作为对比．采用 Embedded

桩单元模拟隔离桩，建立有限元分析模型，并将计

算所得结果与文献［9］进行对比 . 隔离桩验证模型
如图 1，模型尺寸取 125. 0 m × 60. 0 m，足以消除
边界对计算结果的影响．隧道埋深为 22. 0 m，盾构

外径 Dt = 6 400 mm，管片厚度 t = 300 mm；高架桥

承台下桩基础桩长为 45. 0 m，桩直径为 1 500 mm；
隧道两侧隔离桩采用钻孔灌注桩，桩长为 37 m，桩

身直径为 800 mm，桩间距为 900 mm，隔离桩与既
有桥桩基础之间的最小桩间距为 9. 1 m．地层为均
质黏土层，土体本构采用土体硬化模型，土体建模

桩的设计施工提供参考 .

相关物理力学参数见表 1．其中，E ref
50 为三轴固结排

1 隔离桩二维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与验证

切线模量；E refur 为三轴固结排水卸载−再加载试验参

1. 1 隔离桩二维数值模拟方法

Plaxis2d 中隔离桩的模拟主要有 3 种实现方法：

① 方法 1：利用板单元加界面单元模拟；② 方法

水剪切试验的参考割线模量；E ref
oed 为固结试验参考
考模量 .

模型中隔离桩、既有桥桩和隧道衬砌均采用线

弹性混凝土材料模拟，密度 ρ = 2. 55 × 103 kg/m3，

2：利用点间锚杆单元模拟；③ 方法 3：利用 Emb⁃

6.0 m

模拟平面问题中的隔离桩，可定义材料轴向刚度和

39.0 m

deded 桩单元模拟．方法 1 利用板单元加界面单元

!"
22.0 m

15.0 m

抗弯刚度，得到隔离桩内力，使用界面单元可以模
拟桩与土之间相互作用，但现实排桩存在一定间

距，方法 1 无法模拟这点，会产生与现实不符的连

10.8 m

续剪切面．方法 2 中虽可模拟桩间距，但点间锚杆

125.0 m

单元本质上是一个具有轴向刚度的弹簧单元，无法

定义抗弯刚度，因而不能得到隔离桩弯矩和剪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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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隔离桩数值模拟验证模型

Isolation pile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mode.

6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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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密度/（kg·m-3）

土体

黏聚力/kPa

1. 98 × 103

黏土

76

土体主要参数

Main soil parameters of soil mass

内摩擦角/（°）
25

泊松比为 0. 15，弹性模量取 30 GPa．开挖所引起
的地层损失由隧道均匀径向体积收缩模拟，体积收

膨胀角/（°）

E ref
50 / MPa

0

E ref
oed / MPa

15. 4

E ref
ur / MPa

12. 8

（a）

（b）

（c）

（d）

89. 6

缩率取 0. 8%.

桩身水平位移曲线如图 2．由图 2 可见，隔离

桩的设置对新建隧道周边建筑物起隔离保护作用．
本研究虽采取与文献［9］不同的模拟方法，但从所
得结果的吻合程度来看，可以认为本研究建模方法
以及参数选取合理可用．
0
5

图 3 不同模拟工况下的地层沉降云图

15

（a）原隧道；
（b）方法 1；
（c）方法 2；
（d）方法 3

20

Fig. 3
!"[9]#$%&'(
)*+#$%&'(
!"[9],$%&'(
)*+,$%&'(

30
35
40
-2

-1

图2

Fig. 2

0
1
&01234 / mm

2

Vertical settlement cloud maps of stratum under (a)

original tunnel, (b) method 1, (c) method 2, and (d) method 3.

25

割，不能表现出隔离桩处土体竖向位移的突变，但
二者曲线其余部分趋势、规律基本吻合．
3

既有桥桩桩身水平位移曲线

Pil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curve of existing bridge

piles without isolation piles in Ref. [9] (solid black line) and this
paper (dotted red line) as well as with isolation piles in Ref. [9]
(bule solid line) and this paper (double dotted perpul line)

1. 3 不同模拟方法结果分析

从地层沉降云图（图 4）可看出，方法 2 仅在锚

杆端点处模拟出沉降控制作用，方法 1 和方法 3 在

隔离桩右端模拟控制效果呈相似规律，但在左端方

法 3 对隧道上方控制效果的模拟更为合理．综上，
本研究认为方法 3 最优，将使用方法 3 进行建模
分析．
-30

-20

模型计算尺寸为 120 m × 50 m，Dt 为 6 000 mm，

t = 300 mm，中心埋深为 15 m．在图 3 所示位置布
置桩长 L = 21 m、桩直径为 Dp = 800 mm、桩间距

Lsp = 900 mm 的隔离桩．采用单一土层进行计算，
土体采用 1. 2 节中的黏土．计算模型中，隧道衬砌

桩”相互作用的有限元模型，分析不同建模方法下
所得结果的异同．

由图 4 不同模拟工况下的地表沉降结果可知，

方法 2 无法模拟桩土相互作用，除锚杆端点处其余
数据点均与原隧道结果重合．方法 3 隔离桩后地表

沉降值略小于方法 1．方法 1 中土体被界面单元分

20

30

10

!"#
$%1
$%2
$%3

20
30

&'()*

图 4 不同模拟工况下的地表沉降

和隔离桩均采用线弹性混凝土材料模型．按等刚度
原则分别采用 1. 1 节中的 3 种方法建立“隧道-隔离

+"#,-./+' / m
-10
0
10

012 / mm

-&./% / m

10

Fig. 4

Surface settlement under different simulation
conditions.

2 隔离桩变形控制效率因素分析
为评价隔离桩对隧道开挖引起地层变形控制的
控制效能，本研究采取郑刚等［10］提出的对于隔离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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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效率 η 的定义，即
S ref S sp
η=
× 100%
S ref

60
!"#
$%#
40

其中，Sref 为不设隔离桩下的变形指标；Ssp 为有隔

20

()*+ / %

离桩时对应的变形指标 .

以 1. 3 节模型为基础，进行不同隧道埋深及设

计参数下隔离桩地层变形控制效能的研究分析．取
距隧道中心水平距离 X = 15 m 处地表以及埋深 15 m

0
-20

处两点分别为地表和地 层 深 层 土 体 的 参 考 评 价

-40

距 Lsp = 900 mm 不变，对隔离桩桩长 L、桩顶埋深

-60
12

点．保持盾构外直径 Dt = 6 000 mm 与隔离桩桩间

18
21
&' / m

15

h、桩径 Dp、隔离桩与隧道中线水平距离 S 以及隧

道埋深等 5 个因素进行研究，每个因素设 5 个水平．
取其中 1 组参数为标准参数，当研究某参数变化
时，其余参数保持标准参数组水平，参数水平
如表 2．

表2
Table 2
L

因素

Factors and horizontal table

水平 1

12. 0

0. 6

水平 3

18. 0

1. 0

水平 2

15. 0

水平 4

21. 0

水平 5

24. 0

S

h

6. 0

0. 8

1. 4

4. 0

12. 0

8. 0

18. 0

10. 5

6. 0
1）

H

6. 0

2. 0

12. 0

m

0

7. 5
9. 0

1. 2

图 6 桩长变化对控制效率的影响
Fig. 6

Impact of pile length on control efficiency.

设置隔离桩对于减小地面沉降有效但效果有限；当

别增加了 25. 6% 和 48. 1%，说明此时桩长的增加对
减少地面沉降的效果比较明显，因此实际工程中隔
离桩桩长至少应深入隧道底部 1 倍隧道半径 .

对地层深层土体来说，隔离桩的控制效率基本

9. 0

为负值，说明隔离桩的设置反而加大了深层土体的

15. 0

规律，定义控制效率最小时的桩长为最不利桩长，

下划线为标准组参数 .

沉降，且控制效率随桩长增大出现先减小后增大的
即此时对深层土体的最不利桩长为 18 m.
2. 1. 2

水平距离对控制效率的影响

取 S 分别为 6. 0、7. 5、9. 0、10. 5 和 12. 0 m 进

2. 1 隔离桩参数对控制效能的影响分析
2. 1. 1

27

L 由 18 m 分别增加到 21 m 和 24 m 时，控制效率分

研究因素及水平表 1）
Dp

24

桩长对控制效率的影响

选取 L 分别为 12、15、18、21 和 24 m 的情况，

行研究，并提取出地表沉降值．从图 7 水平距离变

化对地表沉降的影响结果可见，当隔离桩与隧道中

分析桩长变化对地表沉降和控制效率的影响，结果

线的水平距离逐渐减小时，地表沉降槽曲线有向上

m 时，控制效率分别为 -17. 04% 和 -10. 25%，说明

19. 13 mm，而 d = 12. 0 m 组的最大地表沉降值为

设置隔离桩反而加大了地表沉降；当 L 为 18 m 时

（桩底位于隧道底部深度），控制效率仅为 9. 68%，
-20

,"#
L = 12 m
L = 15 m
L = 18 m
L = 21 m
L = 24 m

图5

!"#$%&'!( / m
-10
0
10
)*+ / mm

-30

20

30

偏 移 的 趋 势 ， d = 6. 0 m 组 的 最 大 地 表 沉 降 值 为
22. 60 mm，说明在一定范围内，隔离桩布置得离

隧道越近隔断效果越好 . 水平距离变化对控制效率
-30

!"#$%&'!( / m
-10
0
10

-20

5
10

,"#
d = 6.0 m
d = 7.5 m
d = 9.0 m
d = 10.5 m
d = 12.0 m

15
20
25
30

-(./0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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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ig. 7

30

5
10
15
20
25
30

图 7 水平距离变化对地表沉降的影响

桩长变化对地表沉降的影响

Fig. 5 Influence of length of isolation pile on surface

)*+ / mm

如图 5 和图 6．对地表而言，当 L 分别为 12 m 和 15

Influence of horizontal distance between isolation pile
and tunnel on surface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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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土体，桩的控制效率随着水平距离的增大而下
降，且深层土体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直接从
18. 34% 下降至 -72. 76%.

随桩顶埋深增大，桩长也逐步减小 . 桩顶埋深变化
对地表沉降的影响见图 10．从图 10 可见，随着桩
-30

-20

!"#$%&'!( / m
-10
0
10

)*+ / mm

的影响如图 8．从图 8 可见，无论是地表还是地层

60
!"#
$%#

40

,"#
h=0m
h=2m
h=4m
h=6m
h=8m

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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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20

30

5
10
15
20
25
30

-(./0

图 10 桩顶埋深变化对地表沉降的影响

-40

Fig. 10 Influence of pile top buried depth on surface settlemet.

-60

顶埋深逐步增加，地表沉降槽曲线有向下偏移的趋
势，表明竖向沉降有所增大．但整体来看，增加的
7.5

图8

Fig. 8

9.0
10.5
&'() / m

12.0

幅值并没有很大，不同桩顶埋深组曲线最大差值出

13.5

现在隔离桩位置，为 3. 9 mm.

水平距离变化对控制效率的影响

Impact of horizontal distance between isolation pile and
tunnel on control efficiency.

2. 1. 3

桩径对控制效率的影响

桩径变化对地表沉降的影响见图 9. 由图 9 可

见，在隔离桩距隧道中线水平距离为 9 m、桩长 L

为 21 m、桩间距 Lsp = 900 mm、桩顶埋深为 0 m 时，
桩直径 Dp 在 0. 6～1. 4 m 之间变化对隔断效果影响
并不明显 .

!"#$%&'!( / m
-10
0
10

-20

,"#
Dp = 0.6 m
Dp = 0.8 m
Dp = 1.0 m
Dp = 1.2 m
Dp = 1.4 m

图9

Fig. 9

2. 1. 4

)*+ / mm

-30

20

30

11 可见，对于地表的控制效率随桩埋深增大先增大

后减小，但整体变化幅值不大，最优桩顶埋深为 4

m，最差为 8 m，二者相差仅 5. 91%．而对于地层
深层土体的控制效率变化规律明显不同，随桩顶埋
深增大，深层土的控制效率提高了 39%，说明对于

深层土体而言，埋入式隔离桩对土体竖向沉降的控
制效率明显优于非埋入式．综上，当实际工程需要
兼顾地表土以及深层土的沉降控制时，可采用埋入
式隔离桩，这样也更为经济 .

2. 2 不同隧道埋深对控制效率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隧道埋深对隔离桩变形控制效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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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iameter of isolation pile on surface
settlement.

桩顶埋深对控制效率的影响

郑刚等

桩顶埋深变化对控制效率的影响见图 11．由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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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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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埋入式隔离桩对坑外隧道水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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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控制效率优于传统非埋入式隔离桩．为研究该

-40

情况对地表和地层深层土体沉降方面是否适用，将
隔离桩埋深 h 作为研究因素，对其就沉降的控制效
率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为研究隔离桩上部桩
体影响，分析时保持桩底位置在埋深 21 m 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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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桩顶埋深变化对控制效率的影响

Fig. 11

Impact of the depth of the top of the pileon the contro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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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隧道埋深为唯一变量的二维有限元模型，隧
相关参数均按标准参数组取值，以 X = 15 m 处为评

价参考平面，作出该平面处地层竖向位移随深度变
化的曲线（图 12）．除去埋深 18 m 组，由于隔离桩
长只取 21 m，不能提供较好的控制效果外，设置隔

离桩均能有效减小地表沉降，控制效率依次为

的控制效率会随之下降 .

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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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07%、62. 89%、35. 38% 和 12. 30%．即在相同

隔离桩条件下，隧道埋深越深，隔离桩对地表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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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深层土体沉降值随隧道埋深变化曲线
Fig. 14

Isolation pile and deep soil settlement as function of
tunnel depth.

0

因而地表土体在向下位移时会受到隔离桩对其向上
的侧摩阻力，从而产生减小地表沉降的作用；但对

10

于地层深层土体而言，隔离桩由于自身刚度较大以
及在上层土体的带动下，沉降值将大于相同埋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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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层土体，因而会对深层土体产生向下的侧摩阻
力，从而增大了地层深层土体的沉降值，最终出现
负面沉降控制效果 .

3 结 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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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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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位移随深度变化曲线（X = 15 m 为参考平面）

图 12

Vertical displacement versus depth for different tunnel

Fig. 12

depth (using X = 15 m as reference surface).

雷永生

对 Plaxis2d 中隔离桩的（利用板单元加界面单元

模拟、利用点间锚杆单元模拟和利用 Embdeded 桩

单元模拟等 3 种平面模拟方法进行评价分析，在此

基础上通过改变桩长、桩径、桩顶埋深、桩水平位
置以及隧道埋深等参数，研究隔离桩对地表及地层

指出，隔离桩侧摩阻对地表建筑物沉

［11］

降有很好的控制作用，该结果与图 13 一致．深层

深层土体沉降的控制效率，可知：

1） 3 种模拟隔离桩的方法中，使用 Embedded

土体沉降值随隧道埋深变化曲线见图 14．但从图

桩单元的模拟方法既能模拟排桩之间的间距又能得

置均加大了原有土体沉降．这是因为地表土体的沉

较之下为最优的模拟方法 .

14 可以看出，对于地层深层土体而言，隔离桩的设

降显著大于隔离桩桩身以及地层深层土体的沉降，

2） 桩长对地表沉降的影响最为明显，工程中

至少应深入隧道底部达隧道半径，以保证对地表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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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桩身内力结果，综合了另外两种方法的优势，相

9

(62.89%)

6.52

3 2.27
(92.07%) 2.30
0.18
0
9
12
6
'()* / m

图 13
Fi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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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沉降值随隧道埋深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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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settlement versus tunnel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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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越好，尤其是对深层土体沉降的控制；桩径在
0. 6～1. 4 m 变化对控制效能影响不明显 .

3） 在相同隧道条件下，埋入式隔离桩对地表

6.20
6

降的控制效果；隔离桩设置得离隧道越近，控制效

沉降的控制效能与非埋入式相比差别不大，但对地
层深层土体的沉降控制效能明显优于非埋入式 .

4） 对于相同的隔离桩，隧道埋深越深，隔离

桩对地表沉降的控制效率越低．而对地层深层土体
而言，由于桩身侧摩阻力，隔离桩的设置反而加大
了原有沉降，出现负面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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