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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PLAXIS 2D 是一个有限元包，专为岩土工程项目中的变形、稳定性和水流分析而开发。这种简单的图形输入

程序能够快速生成复杂的有限元模型，而增强的输出工具可以详细呈现计算结果。计算本身是全自动的，
以强大的数值程序为基础。这一概念使新用户在仅仅几小时的培训后便能用包处理工作。

Though the various tutorials deal with a wide range of interest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教程手册 is
intended to help new users become familiar with PLAXIS 2D. 因此，教程和各自的材料数据集不能用作实际

项目的基础。

用户应对土体力学有基本的了解，并应能够在 Windows 环境中工作。强烈建议遵循教程手册中的顺序。请

注意，结果可能有轻微差别，具体取决于硬件和软件配置。

The 教程手册 does not provid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nor does it
explain the details of the various soil models available in the program. The latter can be found in the 材料模

型手册 , as included in the full manu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s given in the 科学手册 .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available program features, the user is referred to the 参考手册 PLAXIS 2D . 除了整套手

册之外，我们也在全球几个地点定期安排短课程，以提供关于程序使用的实践经验和背景信息。

教程可用于不同的许可级别：

鉴于为单独的许可服务提供了 PLAXIS 2D 功能和土体模型，当前的教程手册可随之前安装的具体许可级别

提供。

有关许可级别的详细信息，请访问：通用信息手册 、参考手册 PLAXIS 2D 和材料模型手册 ）。
总的来说，每个许可级别的教程可以按照以下约定分辨：

• 没有标识的教程 - 对 PLAXIS 2D 许可证普遍开放。

• [ADV] - 针对有 PLAXIS 2D Advanced 许可证的用户的教程。

• [ULT] - 针对有 PLAXIS 2D Ultimate 许可证的用户的教程。

• [GSE] - 针对有 Geotechnical SELECT 订阅的用户的教程（需要之前的 Basic、Advanced 或 Ultimate 许可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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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砂土上圆形承台的沉降

本章中讨论的第一个应用为砂土上圆形地基承台的沉降。这是熟悉 PLAXIS 2D 实际应用的第一步。在此详

细描述了创建几何模型，生成有限元网格，执行有限元计算以及评估输出结果的一般过程。将在后面的教
程中使用本章提供的信息。因此，请务必先完成第一个教程，再尝试探讨进一步教程示例。

对象：

• 开始新项目
• 创建轴对称模型
• 使用钻孔元素创建土壤地层学
• 为土体 (Mohr-Coulomb 模型) 创建并分配材料数据集

• 定义指定位移
• 使用板元素创建承台
• 为板创建并分配材料数据集
• 创建荷载
• 创建网格
• 使用 K0 程序生成初始应力

• 定义塑性计算
• 在计算阶段激活并修改荷载值
• 查看计算结果
• 为曲线选择点
• 创建“荷载-位移曲线”

1.1 几何图形

A circular footing with a radius of 1.0 m is placed on a sand layer of 4.0m thickness as shown in Figure 1(第
10 页). 在砂土层下方有一个延伸至较大深度且坚硬的岩石层。此练习的目的是获得施加在承台上的荷载

所引起的土体位移和应力。对刚性和柔性承台均进行了计算。两种情况下有限元模型的几何图形相似。模
型中不包括岩石层，而是在砂土层底部应用相应的边界条件。 To enable any possible mechanism in the
sand and to avoid any influence of the outer boundary, the model as shown in figure is extended in
horizontal direction to a total radius of 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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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砂土层上圆形承台的几何图形

1.2 工况 A：刚性承台

在第一次计算中，承台被认定为具有很大刚度和粗糙度。在此计算中，将通过砂土层顶部的均匀凹陷模拟
承台沉降，而不是模拟承台本身。此方法将得出非常简单的模型，因此作为第一个练习使用，但其也有一
些缺点。例如，不能提供有关承台中结构内力的信息。

此教程的第二部分介绍了柔性承台上的外部荷载，是一种更高级的建模方法。

1.2.1 新建项目

1.
双击输入程序图标 ，启动 PLAXIS 2D。
将出现快速启动对话框，您可以在这里新建项目或选择一个现有项目。

砂土上圆形承台的沉降
工况 A：刚性承台

PLAXIS 10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图 2: Quick start - PLAXIS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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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开始新项目。

将显示项目属性窗口，其中包含四个页面：项目、模型、常量和云服务

图 3: Project properties window - PLAXIS 2D

注释:

每一次分析的第一步都是设置有限元模型的基本参数。在项目属性窗口中完成此步骤。这些设置包括
描述问题、模型类型、元素基本类型、基本单位和绘图区域大小。

按照下方步骤输入承台计算的适当设置。

3. 在项目页面中，在标题框中输入第 1 课，并在注释框中键入课形承台沉降。

4. 单击底部的下一步按钮或单击模型选项卡。
The Model properties are shown in Figure 4(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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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odel properties tabsheet

5. 在类型组中，指定模型（模型）的类型和基本元素类型（元素）。由于本教程涉及圆形承台，请分别从
模型和元素下拉菜单中选择课课称和 15 课点 选项。

6. 在等高线组，将模型尺寸设置为 xmin = 0、xmax = 5、ymin = 0 和 ymax = 4。
7. 保留常量页面中的缺省单位。
8. Click the OK button to confirm the settings.
项目将以此给定属性创建。项目属性窗口关闭，将显示土体模式视图，可以在此处定义土层。

注释: 今后可以更改项目属性。您可以通过从文件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选项来访问项目属性窗口。

1.2.2 定义土壤地层学

In the Soil mode of PLAXIS 2D the soil stratigraphy can be defined.
在钻孔中输入有关土层的信息。钻孔是在绘图区域中的位置，其中给出了土层位置和地下水位信息。如果
定义了多个钻孔，PLAXIS 2D 将自动在钻孔之间插值。钻孔以外的层位分布保持水平。

注释: 建模过程以五种模式（土体、结构、网格、水流条件和阶段施工）完成。 More information on modes
is available in the Input Program Structure Mode of the 参考手册 PLAXIS 2D .
为了创建土层，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单击侧（垂直）工具栏中的创建钻孔按钮 ，开始定义土层。

2. 在绘图区域单击 x = 0，定位钻孔位置。

砂土上圆形承台的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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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ify soil layers window will appear as shown in Figure 5(第 14 页) .
3. 单击修改土层窗口中的添加按钮，添加土层。
4. 设置土层的顶部边界为 y = 4，底部边界为 y = 0 m。

5. 将水课设置为 2.0 m。

缺省情况下，钻孔列内的水课值（地下水水头）设置为 0 m。

图 5: 修改土层窗口

Next the material data sets are defined and assigned to the soil layers, see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第 14
页).

1.2.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为了模拟土体的行为，必须向几何图形分配一个合适的土体模型和适当的材料参数。在 PLAXIS 2D 中，土

体属性收集在材料数据集中，各种数据集存储在材料数据库中。从数据库中，一个数据集可以分配给一个
或多个土层。 For structures (like walls, plates, anchors, geogrids, etc.) the system is similar, but different
types of structures have different parameters and therefore different types of material data sets. PLAXIS 2D
distinguishes between material data sets for Soil and interfaces,Discontinuities ,Plates, Geogrids,
Embedded beam rows and Anchors.
The sand layer that is used in this tutorial ha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as shown in Table 1(第 1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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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砂土层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值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模型
摩尔-库

伦
-

排水类型 类型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7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0 kN/m3

机械设备

杨氏模量 E'ref 13 · 103 kN/m2

泊松比 ν 0.3 -

粘聚力 c'ref 1 kN/m2

摩擦角 φ' 30 度

剪胀角 ψ 0 度

若要创建砂土层材料集，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单击修改土层窗口或侧工具栏中的材料按钮 ，打开材料集窗口。

The Material sets window pops up as shown in Figure 6(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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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材料集窗口

2. 单击材料集窗口下侧的新建按钮。
A new window will appear with these tabsheets: General, Mechanical, Groundwater, Thermal,
Interfaces and Initial.

3. 在常规页面的材料集框中，在标识框中写入砂土。

在本示例中，缺省材料模型 (Mohr-Coulomb) 和排水类型（排水）有效。

4. 根据表 1(第 15 页)中列出的材料属性，在常规属性框中输入正确的值（图 7(第 17 页)）。表中未提到的

参数保持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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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土体窗口的常规页面

注释:

1. 如图 7(第 17 页) 所示，土体窗口中包含一个反馈侧面板。此面板可防止定义无效的材料数据集。要

显示详细消息列表，请选择显示完整反馈。有三种消息类型：

• 错误：必须更改参数值或参数值组合，否则材料集可能无效，项目计算将受阻。
• 警告：参数值似乎偏离了推荐的参数值或参数范围。一般情况下，材料集不会被视为无效，计算

项目不会受阻。但是，所选参数可能会导致意外结果。
• 提示：输入的参数可以在特定情况或选项下定义。

2. 在定义材料和结构时会显示反馈侧面板。为方面起见，此面板将仅在一些教程示例中显示。

5. Click the Next button or click the Mechanical tab to proceed with the input of model parameters.
The parameters appearing on the Mechanical tabsheet depend on the selected material model (in this
case the Mohr-Coulomb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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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Mechanical tabsheet of the Soil window - Soil and interfaces set type

6. Enter the model parameters of Table 1(第 15 页) in the corresponding edit boxes of the Mechanical
tabsheet (Figure 8(第 18 页)) and keep the other parameters as their default valu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different soil model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arameters can be found in the 材料模型手

册 .
注释: To understand why a particular soil model has been chosen, see Appendix B of the 材料模型手册 .

7. 排干土体材料中的水，几何模型不包括界面，在本例中，缺省热条件和初始条件有效，因此可以跳过剩
余页面。 Click OK to confirm the input of the current material data set.
现在，创建的数据集将出现在材料集窗口的树视图中。

8. 从材料集窗口中将设置好的砂土拖动（选中并在移动时始终按住鼠标左键）到修改土层窗口左手边的土
柱图形并在此放入（松开鼠标左键）。

9. 在材料集窗口中单击确定，关闭数据库。
10. 单击确定，关闭修改土层窗口。

注释:

• 可以通过打开材料集窗口，从树视图中选择要更改的数据集，并单击编辑按钮来更改现有数据集。还
可以通过点击侧工具栏中相应的按钮来打开材料集窗口。

• PLAXIS 2D 区分项目数据库和材料集的全局数据库。使用全局数据库可将数据集从一个项目交换到

另一个项目。通过单击显示全局按钮，材料集窗口可以显示全局数据库。在程序安装期间，教程手册
中所有教程的数据集都存储在全局数据库中。

• 可以在选择浏览器的材料下拉菜单中更改分配给模型中选定实体的材料。请注意，所有可分配给实体
的材料数据集均在下拉菜单中列出。但是，只列出了项目材料下的材料，未列出全局材料下的材料。

• 该程序对材料参数进行一致性检查，若检测到数据不一致，将给出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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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定义承台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loads are created in the Structures mode of the program. 在此练习中，将创建统一

凹陷，以塑造一个非常硬且粗糙的承台。

注释:

绘图区域中网格的可见性可以简化几何图形的定义。网格在屏幕上提供了一个矩阵，可以作为参考。它也
可以用于在创建几何图形的过程中捕捉规则点。单击绘图区域下的相应按钮可以激活网格。若要定义网格
单元的大小和捕捉选项：

单击底部工具栏中的捕捉选项按钮 。这将弹出捕捉窗口，可以在此处指定网格单元格的大小和捕捉间

隔。根据捕捉间隔数的值，捕捉点的间距可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间隔。使用本教程中的缺省值。

1. 单击结构选项卡，继续在结构模式中输入结构元素。
2.

单击侧工具栏中的创建指定位移按钮 。

3.
在展开的菜单中选择创建线位移选项 。

4. 在绘图区域，将光标移至 (0 4) 点，然后单击鼠标左键。

5. 沿着土体的上边界移动至 (1 4) 点，再次单击鼠标左键。

6. 单击鼠标右键停止绘图。
7. 在选择浏览器中，将指定位移（位移 x）的 x 分量设置为固定。

8. Specify a uniform prescribed displacement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by assigning a value of -0.05 to
uy,start,ref, signifying a downward displacement of 0.05 m as shown in Figure 9(第 19 页).

图 9: 选择浏览器中的指定位移

模型的几何形状完整。

几何模型完整时，可以生成有限元网格。 Proceed to 生成网格(第 19 页)

1.2.5 生成网格

PLAXIS 2D 支持全自动网格生成程序，其中的几何形状分为基本元素类型的元素和兼容的结构元素（若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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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的生成充分考虑了模型中点和线的位置，以便在有限元网格中考虑层、荷载和结构的准确位置。生成
过程的基础是查找 优三角形的稳健三角测量原则。除了网格生成本身，还可实现将输入数据（属性、边
界条件、材料集等）从几何模型（点、线、类组）到有限元网格（元素、节点和应力点）的转换。

要生成网格，请遵循以下步骤：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by clicking the corresponding tab.
2. 在边栏中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

The Mesh options window pops up as shown in Figure 10(第 20 页). 缺省情况下，选择中选项，作为元

素分布。

图 10: 网格选项窗口

3. Click OK to start the mesh generation.
4. 网格生成后，单击查看网格按钮。

A new window is opened displaying the generated mesh as shown in Figure 11(第 20 页). 请注意，承台

下的网格是自动细化的。

图 11: 输出窗口中生成的网格

5.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并返回至输入程序的网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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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缺省情况下，元素分布设置为中。可以在网格选项窗口中更改元素分布设置。 In addition,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refine the mesh globally or locall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参考手册 PLAXIS
2D ).

• 若几何形状有修改，必须重新生成有限元网格。
• 自动生成的网格可能不完全适合预期的计算。因此，建议用户检查网格并在必要时进行改进。

网格一旦生成，有限元模型便完成。

After the mesh was generated, the calculation phases are defined and the calculation is done, see 初始阶段

(第 21 页) for instructions.

1.2.6 定义并执行计算

在执行实际计算之前，必须分阶段定义计算。此示例需要两个阶段：初始阶段和模拟承台沉降阶段。

初始阶段

“初始阶段”始终涉及初始条件的生成。一般来说，初始条件包括初始几何形状配置和初始应力状态，即有效

应力、孔隙压力和状态参数（若适用）。

1. 单击分阶段施工选项卡，继续定义计算阶段。 The Flow conditions mode may be skipped.
When a new project has been defined, a first calculation phase named ' Initial phase', is automatically
created and selected in the Phases explorer as shown in Figure 12(第 21 页):

图 12: Phases explorer - Initial Phase

All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loads that are present in the geometry are initially automatically switched off,
only the soil volumes are initially active.

2.
单击编辑阶段按钮 或双击阶段浏览器中的阶段。

本教程将描述初始阶段的属性。下面概述了即使使用了参数的缺省值，也要进行定义的选项。

缺省情况下，选择 K0 程序，作为阶段窗口中常规子树内的计算类型。该选项将在此项目中

用于生成初始应力。

分阶段施工可作为荷载类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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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选择潜水课选项，作为孔隙压力计算类型。

注释: K0 程序应主要用于具有水平地面和（若适用）水平潜水位的水平分层几何图形。 See the 参考手

册 PLAXIS 2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K0 procedure.
本教程也将使用阶段窗口中的其他缺省选项。

The Phases window is displayed in Figure 13(第 22 页).

图 13: Phases window - Initial phase

3.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4. In the Model explorer expand the Model conditions subtree as shown in Figure 14(第 23 页).

对于变形问题，存在两种边界条件：指定位移和指定力（荷载）。原则上，所有边界在每个方向上都必
须有一个边界条件。也就是说，当某一边界（自由边界）没有明确的边界条件时，自然条件将适用，即
指定力等于零和自由位移。

为了避免几何图形位移未确定的情况，几何图形的某些点必须有指定位移。指定位移的 简单形式是固
定（零位移），但也可定义非零指定位移。

5. 展开变形子树。
请注意，缺省情况下，该框处于勾选状态。缺省情况下，在几何图形的基础上生成完全固定，而将滚柱
支座分配至垂直边界（边界 X 小值和边界 X 大值通常是固定的，边界 Y 小值完全固定，而边界 Y

大值则为自由）。
6. 展开水子树。

修改土层窗口中已经输入了初始水位。 The water level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Head value assigned
to boreholes in the Modify soil layers window (BoreholeWaterLevel_1) is automatically assigned to
GlobalWaterLevel .

砂土上圆形承台的沉降
工况 A：刚性承台

PLAXIS 22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图 14: Model explorer showing model conditions and Deformations

The water level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Head specified for boreholes is displayed in the model explorer
window. 请注意，两个阶段定义模式中均只显示全局水位。 All the water levels are displayed in the model
only in the Flow conditions mode .
The model of the project in the initial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15(第 23 页).

图 15: 分阶段施工模式中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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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定义承台沉降的计算阶段。

第 1 阶段：承台

为了在此分析中模拟承台沉降，需要进行塑性计算。PLAXIS 2D 有一个方便的自动阶跃荷载程序，称为“荷
载提升”。此程序可用于大多数实际应用。在塑性计算中，激活指定位移来模拟承台的凹陷。为了定义计算

阶段，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在阶段浏览器中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

一个名为 Phase_1 的新阶段将被添加至阶段浏览器。

2. 双击 Phase_1，打开阶段窗口。在常规部分的 ID 框中，为新阶段写入（可选）适当的名称（如凹陷）。

当前阶段始于初始阶段，包含初始应力状态。 The default options and values assigned are valid for this
phase as shown in Figure 16(第 24 页).

图 16: “凹陷”阶段的阶段窗口

3.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4. 单击分阶段施工选项卡，进入相应模式。
5. Right-click the prescribed displacement in the drawing area and select the Activate option in the

appearing menu shown in Figure 17(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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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下激活指定位移

注释: 使用阶段浏览器或阶段窗口中的添加、插入和删除按钮，可以添加、插入或删除计算阶段。

执行计算

已为计算标记两个计算阶段，如蓝色箭头所示。执行顺序由起始阶段参数控制。

1. 单击计算按钮 开启计算过程。忽略没有为曲线选择节点和应力点的警告。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a calculation, a window appears which giv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gress of
the actual calculation phase as shown in Figure 18(第 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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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Calculation progress

不断更新的信息显示了计算进度、当前步骤数、当前迭代中的全局错误以及当前计算步骤中的塑性点数
量。需要花几秒钟执行计算。当计算完成后，窗口将关闭，焦点返回主窗口。

阶段浏览器中的阶段列表将更新。完成的计算阶段由绿色圆内的复选标记表示 。

2.
在查看结果之前，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项目。

一旦计算完成，结果将显示在输出程序中。

查看计算结果

在输出程序中，可以查看完整二维模型以及横截面或结构元素中的位移和应力。计算结果也以表格形式提
供。若要检查 0.05 m 指定位移所产生的外施荷载：

1. 打开阶段窗口。
2. From the Reached values subtree look for the Force-Y which is an important value of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这个值代表了与施加的指定垂直位移相对应的反作用力，它相当于承台 1.0 弧度下的总力（请

注意，分析是轴对称的）。为得到总承台力，Force-Y 的值应乘以 2π（得出的值约为 588 kN）。
结果可以在“输出”程序中进行评估。在输出窗口中，您可以查看完整几何形状、横截面和结构元素中的

位移和应力（若适用）。

计算结果也以表格形式提供。若要查看承台分析结果，请遵循以下步骤：
3. 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 后一个计算阶段。
4.

单击侧工具栏中的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

As a result, the Output program is started, showing the deformed mesh at the end of the selected
calculation phase as shown in Figure 19(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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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变形网格

缩放变形网格，以确保变形可见。
5. 选择菜单变形 > 总位移 > |u|。

图中显示了总位移的颜色阴影。图右手边的图例中显示了颜色分布。

注释: 在查看菜单中单击相应的选项，可打开或关闭图例。

6. 在工具栏中单击相应的按钮 ，可在等高线中显示总位移分布。

该图显示了总位移的等高线，并带有标记。索引显示的是与标签相对应的位移值。
7. 单击箭头按钮 。

该图以箭头的形式显示了所有节点的总位移，指示了它们的相对量。
8. 单击菜单应力 > 主有效应力 > 有效主应力。

The plot shows the effective principal stresses at the stress points of each soil element with an indication
of their direction and their relative magnitude as shown in Figure 20(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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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有效主应力

9. 单击工具栏上的表按钮 。

这将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呈现出一个表，显示所有元素每个应力点的主应力值和其他应力度量。

注释:

• 除了总位移，变形菜单还支持表示增量位移。增量位移是在一个计算步骤（在本例中是 后一个步骤）
中发生的位移。增量位移可能有助于将 终失效机制可视化。

• 应力图和位移图与几何图形菜单中提供的几何要素相结合。

1.3 工况 B：柔性承台

项目已经修改为将承台建模为柔性板。因此可以计算承台中的结构内力。此练习中使用的几何图形与前一
个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了其他元素对承台进行建模。此计算本身是基于荷载的应用，而不是指定的
位移。不需要创建新模型；可以从之前的模型开始，仅需对其进行修改并存储为其他名称即可。要进行此
操作，请执行以下步骤：

1.3.1 修改几何图形

1. 在输入程序中，选择文件 > 项目另存为菜单。为当前项目文件输入一个不存在的名称，然后单击保存按

钮。

砂土上圆形承台的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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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 back to the Structures mode . 单击选择按钮 确保您处于选择模式。

3. Right-click the prescribed displacement and select Line displacement > Delete as shown in Figure
21(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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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Delete the line displacement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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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模型中承台位置的线上右键单击。 Select Create > Create Plate as shown in Figure 22(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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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Create Plate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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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建一个模拟柔性承台的板。
5. In the model right-click again the line at the location of the footing and select Create > Create Line load

as shown in Figure 23(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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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Create line load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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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选择浏览器中，分散荷载的缺省输入值为 y 方向 -1.0 kN/m2。输入值稍后将在荷载激活时更改为实际

值。

1.3.2 为承台添加材料属性

柔性承台的材料属性如下所示：

表 2: 承台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值 单位

常规

材料类型 - 弹性 -

单位重量 W 0.0 kN/m/m

防止冲孔 - 否

Mechanical

各向同性 - 是 -

轴向刚度 EA1 5 · 10 6 kN/m

弯曲刚度 EI 8.5 · 10 3 kNm2/m

泊松比 ν 0.0 -

1.
单击侧面工具栏中的材料按钮 。

2. 在材料集窗口中，从材料集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板。
3. 单击新建按钮。

将出现一个新窗口，可以在其中输入承台属性。
4. 在标识框中键入承台。缺省情况下，材料类型选择弹性选项。在本示例中保留此选项。

5. 输入表 2 (第 35 页)中列出的属性。表中未提到的参数保持缺省值。

6. 注释: 等效厚度由 EA 和 EI 值自动计算 PLAXIS 2D。不可手动定义。

Click OK.
新数据集当前显示在材料集窗口的树视图中。

7. 将名为承台的集拖动到绘图区域，并在承台上方将其释放。请注意，光标的形状将改变，以指示放置材
料集有效。

注释: 如果材料集窗口显示在承台上方并将其隐藏，请单击其标题并将其拖动到其他位置。

8. 单击确定关闭材料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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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生成网格

要生成网格，请遵循以下步骤：

1. 进入网格模式。
2. 在边栏中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对于元素分布参数，请使用中选项（缺省）。

3. 单击查看网格按钮 ，查看网格。

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注释: 重新生成网格会导致节点和应力点的重新分布。

1.3.4 计算

1. 进入分阶段施工模式。
2. Leave the initial phase as it is. 初始阶段与前一案例中的相同。

3. 双击后续阶段 (Phase_1)，并输入适当的阶段 ID 名称。将计算类型设为塑性，将荷载类型设为分阶段施

工。
4. 关闭阶段窗口。
5.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activate the load and plate.

The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24(第 37 页):

砂土上圆形承台的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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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在模型中激活板和荷载

6.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shown in Figure 25(第 37 页) assign -188 kN/m2 to the vertical component
of the line load. 请注意，这给出了总荷载，大致等于从本教程第一部分中获得的承台力。(188 kN/m2 · π
·(1.0 m)2 ≈ 590 kN).

图 25: 在选择浏览器中定义荷载分量

7. 水流条件页面中无需任何更改。
计算定义已完成。在开始计算之前，建议选择节点或应力点，以便后期生成荷载-位移曲线或应力和应变

图。要进行此操作，请执行以下步骤：
8. 单击侧工具栏中的选择曲线的点按钮 。

其结果是，所有节点和应力点都显示在“输出”程序的模型里。可通过直接点击这些点或使用选择点窗口

中可用的选项来选择它们。
9. 在选择点窗口中，输入相关点的坐标 (0.0 4.0)，然后单击查找 近的点。

然后会列出该特定位置附近的节点和应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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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勾选节点前面的框，选择正好位于 (0.0 4.0) 的节点。当选中网格菜单中的选择标签选项时，选定节点用

模型中的节点 4*表示。

注释: 不需要在开始计算之前选择曲线的节点或应力点，也可以在查看输出结果时，在计算之后选择点。

然而，由于这样只考虑省下来的计算步骤的结果，曲线的准确性会降低。若要通过单击来选择所需节

点，使用工具栏上的放大选项  来放大相关区域可能会很方便。

11. 单击左上角的更新按钮，返回至“输入”程序。

12. 检查两个计算阶段是否都用蓝色箭头  标记，以用于计算。如果不是，请单击计算阶段的符号，或者右

击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计算标记。
13. 单击计算按钮  开始计算。

14. 单击保存按钮 ，在计算完成后保存项目。

1.3.5 查看计算结果

1. 计算完成后，可单击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查看 终计算步骤的结果。选择感兴趣的绘图。位移和应力应

与练习的第一部分获得的位移和应力相似。
2. 单击侧面工具栏中的选择结构按钮 ，然后双击承台。

将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可以绘制承台的位移或弯矩（取决于第一个窗口中的绘图类型）。
3. 请注意，菜单已更改。从力菜单中选择各种选项来查看承台中的力。

注释: 在输出程序中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子）窗口。所有窗口都在窗口菜单的列表中显示。 PLAXIS 2D 应遵

循 Windows 标准来表示子窗口（叠铺、平铺、 小化、 大化等）。

1.3.6 生成荷载-位移曲线

除 终计算步骤的结果外，查看荷载-位移曲线通常很有用。要生成荷载-位移曲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工具栏中的曲线管理器按钮 。

将弹出曲线管理器窗口。
2. 在图表标签页中，单击新建。

The Curve generation window pops up as shown in Figure 26(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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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曲线生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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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 x 轴，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节点 4*(0.00 / 4.00)。选择位移 > 总位移 > |u|。
4. 对于 y 轴，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项目选项。 Select the Multipliers > ΣMstage option. ΣMstage is the

proportion of the specified changes that has been applied. 因此，该值的范围为 0 到 1，这意味着应用了

100% 的指定荷载，并且完全达到了规定的极限状态。

5. 单击确定接受输入并生成荷载-位移曲线。

As a result the curve of is plotted as shown in Figure 27(第 40 页):

图 27: 承台荷载-位移曲线

注释: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重新进入设置窗口（在出现错误、需要重新生成或修改的情况下）：

• 双击图表图例中的曲线，或
• 选择菜单格式 > 设置。

图表的属性可以在图表标签页中修改，而属性曲线可以在相应的标签页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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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路堤排水和不排水稳定性

In this chapte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mbankment on clay is simulated. 首先将黏土视为排水材料，之后将其

视为不排水材料。确定这两种情况下的安全系数。例如，这将表明路堤的长期和短期稳定性。

目标：

• 对排水和不排水土体行为进行建模。
• 在计算过程中改变材料集。
• 计算安全系数。

几何图形

Figure 28(第 41 页) shows the layout of an embankment . The embankment is 4 m high and the crest of the
embankment has a width of 2.0 m. The groundwater level is just below surface, but to simplify the problem it
will be defined at ground level.

14 米 8 米 2 米

4 米

12 米 14 米

y

x

6 米

图 28: 工程几何图形

2.1 创建新项目

要创建新项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开启输入程序并从快速选择对话框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In the Model tabsheet keep the default options for Model (Plane strain), and Elements (15-Noded).
4. 将模型尺寸设置为：xmin = 0 米，xmax = 50 米，ymin = -6 米，以及 ymax = 4 米。

5. 保留单位、常量和常规参数的缺省值，然后单击确定关闭项目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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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定义土壤地层学

下层土剖面由单个黏土层组成，一直延伸到较大深度。由于我们只讨论路堤的稳定性，因此在非常大的深
度之前，无需对黏土层建模；该模型必须足够深，以支持形成失效机制。 Please note that for a deformation
analysis a deeper model may be required as deformations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bankment will
still occur at considerable depth.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The Modify soil layers window pops up as shown in Figure 29(第 42 页).
2. 从顶部 = 0 到底部 = -6 添加单个土层。

3. 保持该钻孔的水头为 0。因此，地下水位与地面重合。

图 29: 修改土层窗口中的土壤地层学

2.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For this project three material sets have to be defined. One material to represent the sand of which the
embankment will be constructed and two materials representing the subsoil: a drained and an undrained
material set representing the clay in long term and short term conditions.

路堤排水和不排水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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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层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路堤 黏土层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 硬化土体 硬化土体 -

材料行为类型 - 排水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6 13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16 13 kN/m3

机械设备

标准排水三轴试验中的割线刚度 E50
ref 15·103 5,600 kN/m2

主固结仪荷载的切线刚度 Eoed
ref 15·103 5,000 kN/m2

卸载/重新装载刚度 Eur
ref 45·103 20·103 kN/m2

刚度应力水平依赖性的功率 m 0.5 1.0 -

粘聚力 c'ref 3 10 kN/m2

摩擦角 φ' 30 25 度

初始

K0-确定 - 自动 自动 -

超固结比 OCR 1.0 1.2 -

1. 选择显示材料按钮 ，将显示材料集窗口。

2. Using the New button define the two material sets as defined in the Table 3(第 43 页) .
3. 要为黏土层创建不排水材料集，请在材料集窗口中选择排水材料，然后单击复制按钮复制材料集。在已

复制的材料集中，更改名称并将排水类型设置为不排水 (A)。
4. 为下层土指定表示排水的黏土的材料集。

2.4 创建路堤

现在将创建路堤。将通过定义土体多边形来完成此过程，然后为该多边形分配代表路堤材料的材料集。

1. Go to Structures mode .
2. 从工具边栏中选择创建土体多边形选项 ，然后从显示的小弹出按钮菜单中再次选择创建土体多边形

 选项。

3. 现在绘制从 (x y) = (14 0) 到 (22 4)，(24 4) 后到 (36 0) 的多边形。

4. 然后为多边形指定路堤材料。可以打开材料集窗口，然后将材料集拖放到多边形上，或者选择多边形，
然后在选择浏览器中将土体多边形的材料选项设置为路堤材料。

路堤排水和不排水稳定性
创建路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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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成网格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
2. 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以生成网格。

将显示网格选项窗口。
3. Select the Fine option in the Element distribution list and generate the mesh.
4.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and the generated mesh is shown in Figure 30(第 44

页).

图 30: 生成的网格

5. 在输出程序左上部选择关闭按钮，关闭网格视图。

2.6 定义并执行计算

由于我们只关注稳定性，因此这里的路堤建造是在一个阶段中完成的。注意，在沉降预测中， 好将路堤
建造分为多个阶段，如有必要，在阶段之间加入固结阶段。路堤建造要在排水和不排水下层土上进行，因
此必须确定三个计算阶段：初始阶段和两个施工阶段。

2.6.1 初始阶段：初始条件

在初始条件下，路堤尚不存在。由于下层土只有 1 层水平地面，K0 过程可以用来生成初始应力。由于这是

缺省选项，不需要对初始阶段进行修改。 The model in the initial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31(第 44 页).

图 31: 初始阶段的配置

路堤排水和不排水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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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第 1 阶段：在排水下层土上进行路堤施工

1. Click the Add phase button  to create a new phase .
缺省情况下，新阶段为塑性分析阶段，其荷载类型为分阶段施工。

2. 右键单击路堤，然后从显示的弹出菜单中选择激活选项，激活代表路堤的土体。 The model of phase 1 is
shown in Figure 32(第 45 页).

图 32: 第 1 阶段的配置

2.6.3 第 2 阶段：在不排水下层土上进行路堤施工

在第二计算阶段，在假定地基不排水性能的情况下，建造相同的路堤。这意味着必须更改下层土材料集，
但施工阶段必须从初始阶段开始，因为这是第 1 阶段的替代计算，而不是第 1 阶段的继续。

1. 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初始阶段，然后使用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由于初始阶段是选定的阶段，因此新创建的阶段 2 将从初始阶段开始。如果出现错误，即阶段 2 从阶

段 1 开始，可以在选择浏览器中双击阶段 2，打开阶段窗口进行更改。在常规部分中，将起始阶段选项

设置为初始阶段，然后再次关闭阶段窗口。
2. 现在，下层土的土体特性必须通过指定下层土为不排水材料来更改为不排水。有几种方式可以进行此操

作：

从导航边栏中选择显示材料按钮 。从打开的材料集窗口中，将不排水黏土的材料集拖放到下层土上。

或者

右键单击下层土，然后从连续打开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土体 ( )、土体 ( )、设置材料选项， 后为其分

配表示不排水的下层土。

或者

选择下层土，然后在选择浏览器中更改土体对象下表示不排水下层土材料的材料。
3. Finally, activate the embankment, and the resulting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33(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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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 2 阶段的配置

2.6.4 计算

建议在开始计算之前选择一些节点或应力点，用以稍后在例如荷载-位移或应力-应变曲线中评估结果。在此

项目中，将选择一个位于左侧边坡中间的点，用以稍后评估安全系数。

1. 在导航边栏中单击为曲线选择点  按钮。

2. 在左侧边坡的中间位置选择一个节点，即 (x y) = (18 2) 附近。

3. 单击左上部的更新按钮，关闭输出程序并存储所选点。
4. 单击计算按钮  开始计算。

2.7 结果

1. 完成计算后，选择第一阶段并单击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

将打开输出程序，显示在排水下层土上路堤施工后的变形网格。
2. 从顶部按钮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查看阶段 2 的结果。现在将显示在不排水下层土上路堤施工后的变形

网格。

Figure 34(第 46 页) shows the deformed mesh for both phases. 对于排水下层土，路堤沉降发生在各处，

但对于不排水下层土，路堤沉降在中间，但在突趾附近隆起。这是完全合理的：下层土现在不排水，因
此体积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如果由于路堤的重量，下层土在中间沉降，则其必须在其他部位（通常紧
邻路堤）隆起。

图 34: 第 1 阶段（顶部）和第 2 阶段（底部）后的变形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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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看出，在下层土不排水的情况下，路堤似乎加宽，导致路堤顶部出现较大沉降。此情况并非明显
可见，在进行安全系数分析后将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3. 从应力菜单中选择 孔压选项，然后选择 p 超。将显示由于下层土不排水荷载而产生的超孔隙压力。缺省

情况下，孔隙压力显示为 iso 阴影，但通过顶部水平按钮栏中的按钮  和 ，可以看到孔隙压力的主

方向，为所有或减少数量的应力点。

Figure 35(第 47 页) shows that excess pore pressures have developed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bankment. 高的超孔隙压力当然位于路堤正下方，但在路堤突趾两侧也会出现一些超孔隙压力。

图 35: 不排水下层土施工后的超孔隙压力

4. 查看结果后，关闭输出程序并返回输入程序。

2.8 安全分析

在路堤设计中，不仅要考虑沉降，还要考虑安全系数的稳定性。可以看出，对于在排水和不排水下层土上
建造的路堤，其沉降有所不同，因此，要评估两种情况下的全局安全系数。

在结构工程中，安全系数通常定义为倒塌荷载与工作荷载的比值。然而，对于土体结构，该定义并非始终
有用。例如，对于路堤而言，大多数荷载由土体重量引起，土体重量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倒塌。实际上，在
增加土体自重的试验中，纯摩擦土体的斜坡不会失效（如在离心试验中一样）。因此，更合适的安全系数定
义是：

Safety factor =
S
最大 可用

Sneeded for equilibrium

式中，S 代表剪切强度。真正的强度与计算得出的平衡所需 低强度（即移动强度）之比是土力学中常用的

安全系数。对于采用标准库仑失效条件的土体模型，其安全系数为：

Safety factor =
c − σntan(φ)

cr − σntan(φn)

式中，c 和 φ 是输入强度参数，σn 是实际的法向应力分量。

参数 cr 和 φr 是折减强度参数，刚好足够维持平衡。上述原理是安全方法的基础，可在 PLAXIS 2D 中用于计

算全局安全系数。在该方法中，粘聚力和摩擦角切线以相同比例降低：

c
cr

= tan(φ)
tan(φr )

= ΣMsf

强度参数的折减由倍增系数 ΣMsf 控制，该系数逐步提高，直至发生失效。之后，如果在发生失效时，多个

连续的持续变形的荷载步长可得到一个大致恒定的数值，安全系数定义为失效时的 ΣMsf 值。

注意，对于不使用库伦失效条件的土体模型，强度折减的概念保持不变，但强度参数的折减是针对该土体
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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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计算选项见阶段窗口中常规部分的计算类型下拉菜单。如果选择了安全选项，参数页面中的荷载输
入将自动设置为增量乘子，这意味着倍增系数 ΣMsf 将增量，直至发生失效。荷载输入的另一个选项是目

标-ΣMsf，这意味着倍增系数 ΣMsf 只会增加到指定的目标值，而不是失效。然而，本文不使用后面的选项。

要计算两种情况下路堤的全局安全系数，遵循以下步骤：

1. 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第 1 阶段。

2. 添加新的计算阶段。

3. 双击新阶段，打开阶段窗口。
4. In the Phases window the selected phase is automatically selected in the Start from phase_1 drop-down

menu.
5. In the General subtree, set the Calculation type as Safety  from the drop down menu.
6. 增量倍增系数选项  已在正在加载输入框中选中。将第一个控制强度折减过程的倍增系数增量 Msf 设

置为 0.1。
7. 要在所得的失效机制中排除现有变形，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择将位移重置为零选项。
8. 现在，已经定义了第一次安全性计算。
9. 遵循相同的步骤创建一个新的计算过程，分析不排水下层土上的路堤施工结束时的稳定性。

10. Click the Calculate button  to start the calculation .
The phases explorer window displaying the safety calculation is shown in Figure 36(第 48 页).

图 36: 显示安全性计算阶段的阶段浏览器

注释:

注意，在安全性阶段，孔压计算类型下拉菜单中的选项使用前一阶段的压力  将被自动选择并以灰色显

示，表示该选项无法更改。安全性计算始终使用与必须计算安全系数的阶段相同的孔压。

注释:

安全性计算中 大步长的缺省值是 100。与分步施工计算相比，规定的步数始终完全执行。在大多数安全性

计算中，100 步足以达到失效状态。如果未达到，则步数 高可增至 1000。
对于大多数安全性分析，以 Msf = 0.1 作为第一步便足以启动过程。在计算过程中，强度折减总倍增系数

ΣMsf 的发展由荷载前进步骤自动控制。

2.8.1 安全分析结果评估

由于土体强度持续降低，在安全性计算过程中会产生额外的位移。得到的总位移没有没有物理意义，因为
他们依赖于应用的荷载步长：更多的荷载步长意味着计算将进一步推进失效，从而产生更大的位移，而在
现实中，失效的路堤将在有限的变形下重新建立新的平衡。然而， 后一步（失效时）中的增量位移非常
有用，因为它们表明了可能的失效机制。增量位移是每荷载增量的位移变化。通常，由于荷载增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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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值非常小，但在失效的情况下，失效区域仅需要非常小的荷载变化就能产生较大的位移变化，因此，失
效区域有较大的增量位移而模型中其他位置的增量位移应该较小。

要查看排水下层土上的路堤的机制：

1. 选择第 3 阶段，即第 1 阶段后的安全性阶段，然后单击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

2. 在输出程序中，选择菜单变形 > 增量位移 > |Δu|。

图 37: 位移增量阴影，表明排水施工后 适用的路堤失效机制

The resulting plot shown in Figure 37(第 49 页) gives a good impression of the failure mechanisms. 位移增

量的量级是不相关的。 From the resul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lop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embankment fails
with a classical slip surface .
By choosing phase 4 from the drop down list at the toolbar the failure mechanism for the embankment
constructed on undrained subsoil can be evaluated. 失效机制不再局限于路堤本身，而主要是路堤下的下层

土失效。 This also explains the widening of the embankment at the base as was observed earlier: the soil
underneath the embankment fails and moves horizontally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the embankment shown
in Figure 38(第 49 页).

图 38: 位移增量阴影，表明不排水施工后 适用的路堤失效机制

安全系数可在项目菜单的计算信息选项中获得。计算信息窗口中的倍增系数页面代表荷载倍增系数的实际
值。ΣMsf 的值代表安全系数，但前提是该值在之前几个步骤中大致恒定。

然而，计算安全系数的 佳方式是绘制曲线，其中根据某个节点的位移绘制参数 ΣMsf 的图。尽管位移不相

关，但它们表明是否出现了失效机制。

要以这种方式计算三种情况下的安全系数，遵循以下步骤:
1. 单击工具栏中的曲线管理器按钮 。

2. 单击图表页面的新建。
3. 在曲线生成窗口中，使用下拉列表中之前选择的 x 轴的节点。选择变形 > 总位移 > |u|。
4. Y 轴选择项目 > 倍增系数 > ΣMsf。该图表中考虑了安全阶段。

5. 按确定关闭窗口并生成图表。
6. 右键单击图表并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设置选项。设置窗口弹出。
7. 在对应曲线的页面中单击阶段按钮。
8. In the Select phases window make sure only Phase 3 and 4 are selected as shown in Figure 39(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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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选择阶段”窗口

9. Click OK to close the Select phases window.
10. 在设置窗口的对应页面中更改曲线标题。
11. In the Chart tabsheet shown in Figure 40(第 50 页), set the scaling of the x-axis to Manual and set the

value of Maximum to 0.5:

图 40: “设置”窗口中的“图表”页面

12. 单击应用根据所做的更改更新图表，然后单击确定，关闭设置窗口。 The plot is shown as follows in 
Figure 41(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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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安全系数计算

绘制的 大位移是不相关的。 It can be seen that for both curves a more or less constant value of ΣMsf is
obtained. 将鼠标悬停在曲线上的某个点上，将出现一个方框，显示 ΣMsf 的确切值和计算阶段。可以借助后

者确定安全系数为 1.8 的上方曲线为第 3 阶段，即排水土体上的路堤。同样，安全系数为 1.4 的下方曲线为

第 4 阶段，即不排水土体上的路堤。

路堤排水和不排水稳定性
安全分析

PLAXIS 51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3
水下挖掘施工

本教程对使用 PLAXIS 2D 分析水下挖掘施工的方法进行了说明。这里将使用教程 1 中使用的大部分程序功

能。此外，还将使用若干新功能，如使用界面和锚元素、生成水压和使用多计算阶段。将对新功能进行详
细介绍，而在教程 1 中介绍的功能将不进行详细描述。因此，建议在尝试此练习之前完成教程 1。
目标：

• 使用界面功能模拟土体-结构的交互作用。

• 高级土体模型（软土模型 和 硬化土体模型）。

• 不排水 (A) 排水类型。

• 定义锚定杆。
• 为锚创建并指定材料数据集。
• 挖掘模拟（类组取消激活）。

几何图形

本教程讨论的是靠近河流的挖掘施工。水下挖掘的目的是通过安装预制隧道段来进行隧道施工，这些预制
隧道段将“浮置”到挖掘处，然后“沉置”到挖掘处底部。挖掘宽度 30 米， 终深度 20 米，其纵向延伸距离

大，可采用平面应变模型。挖掘侧方由 30 米长的地连墙支撑，每隔 5 米由水平支柱支撑。将沿挖掘界面考

虑表面荷载。从地连墙 2 米到距墙体 7 米范围施加荷载，量级为 5 kN/m2/m。

下层土上部 20 米由软土层组成，软土层被建模为单一均质黏土层。 Underneath this clay layer there is a
stiffer sand layer, which extends to a large depth and 30 m of the sand layer are considered in the model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42(第 52 页).

图 42: 水下挖掘情况的几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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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几何图形是对称的，在分析中只考虑其一半（左侧）。在三个不同的挖掘阶段中模拟挖掘过程。将使用
板为地连墙建模，如前一个教程中用于承台的板。通过界面在两侧为墙体与土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建模。与
土体中的摩擦相比，界面支持减小墙体摩擦。将支柱建模为弹簧元素，其法向刚度为所需的输入参数。

3.1 创建新项目

1.
双击输入程序图标 ，启动 PLAXIS 2D。

2. 单击开始新项目。
3.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4. 在模型选项卡中，保留模型（平面应变）和单元（15 节点）的缺省选项。

5. 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0 米，xmax = 65 米， ymin = -30 米以及 ymax = 20 米。

6. 保留单位和常量的缺省值，然后单击确定。

项目将以此给定属性创建。项目属性窗口关闭，将显示土体模式视图，可以在此处定义土层。

3.2 定义土壤地层学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将弹出修改土层窗口。
2. 添加上层土层，并将其高度设置为顶层 20 米，底层 0 米。

3. 添加底层土层，并将其高度设置为顶层保留 0 米，底层 -30 米。

4. 将钻孔中的水头设置为 18 米。

Next the material data sets are defined and assigned to the soil layers, see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第 53
页).

3.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需要创建两个数据集，一个用于黏土层，另一个用于砂土层。

The layers have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as shown in Table 4(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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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砂土和黏土层的材料属性和界面

参数 名称 黏土 砂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模型 硬化土体 硬化土体 -

排水类型 类型
不排水

(A)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6 17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18 20 kN/m3

机械设备

标准排水三轴试验中的
割线刚度

E50
ref 4 · 103 40 · 103 kN/m2

主固结仪荷载的切线刚
度

Eoed
ref 3.3 · 103 40 · 103 kN/m2

卸载/重新装载刚度 Eur
ref 12 · 103 120 · 103 kN/m2

泊松比 νur 0.15 0.2 -

刚度应力水平依赖性的
功率

m 1.0 0.5 -

粘聚力（常量） c'ref 1 0 kN/m2

摩擦角 φ' 25 32 度

剪胀角 ψ 0 2 度

正常固结 K0 值 K0
nc 0.5774 0.4701 -

地下水

数据集 - 标准 标准 -

土体类型 - 粗糙 粗糙 -

请使用缺省值 - 无 无 -

水平方向渗透率 kx 1 · 10-3 1 米/天

垂直方向渗透率 ky 1 · 10-3 1 米/天

界面

Srength determination - 手动 手动 -

强度折减因子 Rinter 0.5 0.67 -

水下挖掘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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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

K0 测定 - 自动 自动 -

预上覆岩层压力 POP 5 0 kN/m2

超固结比率 OCR 1 1 -

要创建材料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修改土层窗口中的材料按钮 。

在弹出的材料设置窗口中，设置类型在缺省情况下选择土体和界面选项。
2. 单击材料集窗口中的新建按钮，创建新的数据集。
3. For the clay layer, enter Clay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select Hardening Soil as the Soil model. 将 排水

类型设置为不排水 (A)。
4. Enter the properties of the clay layer, as listed in Table 4(第 54 页), in the General, Mechanical and Flow

parameters tabsheets.
5. 单击界面选项卡。在强度下拉菜单中选择手动选项。输入参数 Rinter 值 0.5。

此参数根据以下公式将土体强度与界面强度相关联： tan(φinterface) = Rintertan (φsoil) 和
cinter = Rintercsoil其中： csoil = cref  ，请参见表 4(第 54 页)
因此，与相邻土体中的摩擦角和粘聚力相比，使用输入的 Rinter 值可减少界面摩擦（墙体摩擦）和界面

粘聚力（粘附力）。
6. 在初始标签页中，保留 K0 确定的缺省选项和超固结比 (OCR)的缺省值。将预上覆岩层压力 (POP) 值设置

为 5.0。
7. For the sand layer, enter San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gain select Hardening soil as the Soil model.

The drainage type should be set to Drained.
8. Enter the properties of the sand layer, as listed in Table 4(第 54 页), in the corresponding edit boxes of

the General and Mechanical tabsheet.
9. 单击界面选项卡。在强度框中，选择手动选项。输入参数 Rinter 值 0.67。关闭数据集。

10. 将材质数据集分配给相应的土层。

注释:

• 在强度下拉菜单中选择刚体选项时，界面与土体具有相同的强度属性 (Rinter = 1.0)。
• 请注意，Rinter 值 < 1.0 会降低界面强度和刚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参考手册 PLAXIS 2D 中的相应

部分。
• Instead of accepting the default data sets of interfaces, data sets can directly be assigned to interfaces

in the Model explorer by selecting Interfaces > Interface_#_# > Material mode..

3.4 定义结构元素

下文介绍了地连墙、支柱、表面荷载和挖掘层的创建。

1. 单击结构选项卡，继续在结构模式中输入结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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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要定义地连墙，请执行以下操作：

A diaphragm wall with the following material properties mentioned in Table 5(第 56 页) has to be defined:
表 5: 地连墙（板）的材料属性

Property 名称 值 单位

常规

材料类型 - 弹性 -

重量 W 10 kN/m/m

防止冲孔 - 否 -

机械设备

各向同性 - 是 -

轴向刚度 EA1 7.5 · 10 6 kN/m

弯曲刚度 EI 1.0 · 10 6 kNm2/m

泊松比 ν 0.0 -

1. 单击侧面工具栏中的创建结构按钮。
2. In the expanded menu select the Create plate as shown in Figure 43(第 56 页).

图 43: Create plate option

3. 在绘图区域中，将光标移动至水平线的上方位置 (50 20)，然后单击。向下移动 30 米 (50 -10) 并单击。

右键单击完成绘图。
4. 单击侧面工具栏中的显示材料按钮 。在材料集窗口中将材料集类型参数设置为板，然后单击新建按

钮。输入地课课作为数据集的标识，并输入表 5(第 56 页)所给定的属性。

5. 单击确定关闭数据集。
6. 将地连墙数据集拖动到几何对象中的墙体，并在光标指示可以释放后立即将其释放。
7. 单击确定，关闭材料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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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坐标上只能存在一个点，且在两个点之间只能存在一条线。重合点或重合线

将自动减少为单个点或线。详细信息请参见 参考手册 PLAXIS 2D

3.4.2 若要定义界面：

1. Right-click on the plate representing the diaphragm wall.

图 44: Create positive interface

2. 选择创建 > 正界面。

3. In the same way assign a negative interface as well as shown in Figure 44(第 57 页).
注释:

• In order to identify interfaces at either side of a geometry line, a positive sign (⊕ ) 或负号 (⊖ ) is
added. 此符号对结果没有实际作用或影响。

• 可以为界面定义虚拟厚度因子。这是一个纯数值，可用于优化界面的数值性能。要对其进行定义，请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界面，然后在选择浏览器中指定虚拟厚度因子参数的值。建议没有经验的用户不要
更改缺省值。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nterface properties see the 参考手册 PLAXIS 2D - Chapter
5 - Advanced Geometric Modelling options.

3.4.3 要定义挖掘层，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侧边工具栏中的创建线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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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定义第一个挖掘阶段，请将光标移动到墙体位置 (50 18)，然后单击。将光标向右移动 15 米至 (65
18)，然后再次单击。右键单击完成第一个挖掘阶段的绘图。

3. 要定义第二个挖掘阶段，请将光标移动至位置 (50 10) 并单击。移动至 (65 10) 并再次单击。右键单击完

成绘制第二个挖掘阶段的绘图。
4. 第三个挖掘阶段将自动定义，因为它对应土层之间的边界 (y=0)。

3.4.4 要定义支柱，请执行以下操作：

You will define a strut with the following material properties shown in Table 6(第 58 页) .
表 6: 支柱（锚杆）的材料属性

Property 名称 支柱 单位

常规

材料类型 - 弹性 -

机械设备

平面外间距 L 间距 5 m

轴向刚度 EA 2 · 10 6 kN

1. Click the Create structure button in the side toolbar and select the Create fixed-end anchor  in
the expanded menu.

2. 将光标移动到 (50 19) 并单击鼠标左键。 A fixed-end anchor is added, being represented by a rotated T
with a fixed size.

3.
单击侧面工具栏中的显示材料按钮 。 Set the Set type parameter in the Material sets window to
Anchors and click the New button. 输入支柱作为数据集的标识，并输入表 6(第 58 页)中给定的属性。单

击确定关闭数据集。
4. 单击确定关闭材料集。
5. 确保在绘图区域中选择了锚定杆。
6. 在选择浏览器中，通过选择材料下拉菜单中的相应选项，将材料数据集分配给支柱。

The anchor is oriented in th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x and Directiony parameters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as shown in Figure 45(第 58 页). 缺省方向在此教程中有效。

图 45: “选择浏览器”中的锚定杆参数

7. 输入 15 米的等效长度，相当于挖掘宽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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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等效长度是连接点和固定终点之间的实际距离。对于一般为挖掘宽度的一半的挖掘问题，认为挖

掘中间的对称轴是固定的。

3.4.5 要定义分散荷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Click the Create load button  in the side toolbar.
2.

在展开的菜单中选择创建线荷载选项 ，定义分散荷载。

3. Move the cursor to (43 20) and click, then move the cursor 5m to the right to (48 20) and click again. 右
键单击完成绘图。

4.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assign a value of -5 kN/m/m to the y-component of the load (qy,start,ref) as
shown in Figure 46(第 59 页).

图 46: “选择浏览器”中分散荷载的分量

3.5 生成网格

要生成网格，请遵循以下步骤：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
2. 在边栏中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对于元素分布参数，请使用中选项（缺省）。

3.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as shown in Figure 47(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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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生成的网格

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3.6 定义并执行计算

在实践中，挖掘施工过程可以由多阶段组成。首先，将墙体安装至所需深度。然后进行挖掘，创造用于安
装锚或支柱的空间。然后逐渐移除土体，直至挖掘的 终深度。通常将采取特别措施以防止水进入挖掘区。
也可提供支柱支撑挡土墙。

In PLAXIS 2D, these processes can be simulated with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loading type available in the
General subtree of the Phases window. 此操作可以激活或取消激活有限元模型选定组件的重量、刚度和强

度。请注意，程序的分阶段施工模式中的修改仅适用于此类型荷载。此教程将介绍使用此强大的计算选项
来模拟挖掘的方法。

3.6.1 初始阶段

1. 单击分阶段施工选项卡，继续定义计算阶段。
已创建初始阶段。

2. 保持其计算类型为 K0 程序。确保所有土体体积为激活状态，且所有结构元素和荷载为非激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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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第 1 阶段：外部荷载

1. 在阶段浏览器中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该阶段的缺省设置有效。在模型中，除墙体、界面、支柱和荷载外，所有几何对象都处于激活状态。
2. 单击侧面工具栏中的选择多个对象按钮。 In the appearing menu select Select line > Select plates as

shown in Figure 48(第 61 页).

图 48: Select multiple objects

3. In the drawing area define a rectangle that includes all the plate elements as shown in Figure 49(第 62
页).

4. 右键单击绘图区域中的墙体，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激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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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Selected multiple plate elements in the model

取消选择墙体时，可以看到墙现在以材质数据集中指定的颜色可见。
5. 右键单击分散荷载将其激活，然后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激活选项。

The load has been defined in the Structures mode as -5 kN/m/m. 可以在选择浏览器中选中该值。

6. 确保模型中的所有界面都处于活动状态。

注释: 通过右键单击相应的几何图形线，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相应的界面（正或负），可以选择界面。

3.6.3 第 2 阶段：第一个挖掘阶段

1.
在阶段浏览器中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

将在阶段浏览器中显示一个新的计算阶段。请注意，程序将自动假定当前阶段应从前一阶段开始，并且
将激活相同的对象。

注释: 要复制父阶段的设置，请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该阶段，然后单击添加阶段按钮。请注意，通过在

阶段窗口的起始阶段下拉菜单中选择父阶段来指定父阶段时，不会复制父阶段的设置。

2. 该阶段的缺省设置有效。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all the structure elements except the fixed-
end anchor are active.

3. 在绘图区域中右键单击右上角的类组，然后在显示菜单中选择取消激活选项。

The model for the first excavation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50(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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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Model for the first excavation phase

3.6.4 第 3 阶段：安装支柱

1.
在阶段浏览器中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

2. 激活支柱。
支柱变为黑色表示已激活。

3.6.5 第 4 阶段：第二个（水下）挖掘阶段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添加新阶段。

2. 在网格右侧的顶部取消激活第二类组。它应该是 高的激活类组。

注释: Note that in PLAXIS 2D the pore pressures are not automatically deactivated when deactivating a
soil cluster.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水保留在挖掘区域内，并且将模拟水下挖掘。

The resulting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51(第 64 页) :

水下挖掘施工
定义并执行计算

PLAXIS 63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图 51: Model for the second excavation phase

3.6.6 第 5 阶段：第三个挖掘阶段

在 终计算阶段，将模拟坑内 后一层黏土层的挖掘。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添加新阶段。

2. 在网格右侧的顶部取消激活第三类组。
The model for the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52(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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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Model for the third excavation phase

计算定义已完成。

3.6.7 执行计算

在开始计算之前，建议选择节点或应力点，以稍后生成荷载-位移曲线或应力-应变图。要完成此操作，请遵

循以下步骤：

1. 在边栏中单击为曲线选择点按钮 。

连接图将在输出程序中显示，选择点窗口将被激活。
2. 在墙体上可能出现大变形量的点（例如，50 10）上选择一些节点。将列出位于该指定位置附近的节点。

通过在列表中选中节点前面的复选框来选择一个方便的节点。
3. 单击左上角的更新选项卡保存所选点，关闭输出程序并返回至输入程序。
4.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在分阶段施工计算阶段，名为 ∑Mstage 的倍增系数从 0.0 增大至 1.0。此参数显示在计算信息窗口中。当

∑Mstage 值达到 1.0 时，施工阶段完成，计算阶段完成。当 ∑Mstage 值小于 1.0 时，如果分阶段施工计算完

成，程序将给出警告消息。未完成施工阶段的 可能原因是发生了机械故障，但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有关
分阶段施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参考手册 PLAXIS 2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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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查看计算结果

除了土体中的位移和应力外，还可以使用输出程序查看结构对象中的力。要检查此项目的结果，请执行以
下步骤：

3.7.1 位移和应力

要查看位移和应力，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计算窗口中的 终计算阶段。
2. 单击工具栏中的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

As a result, the Output program is started, showing the deformed mesh (scaled up) as shown in Figure
53(第 66 页) at the end of the selected calculation phase, with an indication of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图 53: 第三个挖掘阶段后的变形网格

注释:

在输出程序中，可以通过单击几何对象菜单中的相应选项来打开/关闭模型中应用的荷载、约束和指定

位移的显示。

3. 选择菜单变形 > 增量位移 > |Δu|。
该图显示了位移增量的着色阴影，表示墙体背后土体移动机制的形成。

4. 单击工具栏中的箭头按钮 。

在该图中，所有节点的位移增量显示为箭头。箭头的长度表示相对量级。
5. 选择菜单应力 > 主有效应力 > 有效主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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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ot in Figure 54(第 67 页) shows the effective principal stresses at the three middle stress points
of each soil element with an indication of their direction and their relative magnitude. 请注意，已选择工

具栏中的中心主应力按钮。主应力的方向表示挖掘底层有一个大的被动区域，支柱背后有一个小的被动
区域。

图 54: 挖掘后的主应力

3.7.2 剪力和弯矩

请遵循下面提供的步骤绘制墙体内的剪力和弯矩。

1. 双击墙体。
打开一个显示轴力的新窗口。

2. 选择菜单内力 > 弯矩 M。

The bending moment in the wall is displayed in Figure 55(第 68 页) with an indication of the maximum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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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墙体弯矩

3. 从内力菜单中选择剪力 Q。

图中当前显示了墙体剪力。

注释: 窗口菜单可用于在墙体内力窗口和完整几何对象应力窗口之间切换。此菜单还可用于平铺或层叠

两个窗口，这是 windows 环境中的公用选项。

4. 在窗口菜单中选择第一个窗口（显示完整几何对象的有效应力）。双击支柱。
支柱内力 (kN) 在显示的表格中显示。

5. 单击工具栏上的曲线管理器按钮。
将因此弹出曲线管理器窗口。

6. 单击新建创建新图表。
曲线生成窗口弹出。

7. 对于 x 轴，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点 A。在树中选择变形 - 总移位 - |u|。
8. 对于 y 轴，在下拉菜单中保留项目选项。在树中选择倍增系数 - ΣMstage。
9. 单击确定接受输入并生成荷载-位移曲线。

As a result the curve is plotted as shown in Figure 56(第 6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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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墙体变形量荷载-位移曲线

曲线显示了施工阶段。在每个阶段，∑Mstage 参数从 0.0 更改为 1.0。 后阶段曲线斜率的减小表示塑性变

形量增大。但是计算结果表示，在施工完成时，挖掘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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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隧道施工引起的沉降 [GSE]

本教程中讨论了中软土中盾构隧道的施工以及对桩基的影响。盾构隧道施工包括在隧道掘进机 (TBM) 前方

挖掘土体，以及在其后方安装隧道衬里。在此过程中，土体通常被过度挖掘，这意味着 终隧道衬里所占
用的横断面积始终小于挖掘的土体面积。尽管已采取措施填补这一缺口，但由于隧道施工过程，无法避免
土体中的应力重新分布和变形。为避免破坏上部土体上现有建筑或地基，有必要预测这些影响并采取适当
的措施。可以使用有限元方法进行此类分析。此教程显示了此类分析的示例。

目标：

• 隧道掘进过程建模
• 使用不排水 (B)选项为不排水行为建模

几何图形

The tunnel considered in this tutorial has a diameter of 5 m and is located at an average depth of 17 m. The
geometry of the tunnel is shown in Figure 57(第 70 页) .

图 57: 显示土层的隧道工程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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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创建新项目

若要创建新项目，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启动输入程序，然后从快速启动对话框中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在模型标签页中，保留模型（平面应变）和元素 （15-节点）的缺省选项。

4. 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0 米，xmax = 35 米，ymin = -30 米以及 ymax = 3 米。

5. 保留单位和常量的缺省值，然后按下确定关闭项目属性窗口。

4.2 定义土壤地层学

土体轮廓指示四个不同的层：上部 13 米由软黏土类型的土体组成，其刚度随深度近似线性增加。黏土层下

方有一层 2 米厚的细砂层。此层被用于建造传统砖砌房屋的旧木桩的基础层。此类建筑的桩基础在隧道旁

边建模。这些桩的位移可能会对建筑造成破坏，这是非常不理想的。砂土层下方是 5 米厚的肥土黏土层。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将弹出修改土层窗口。

图 58: 修改土层窗口中的土壤地层学

2. Create the soil stratigraphy as shown in Figure 58(第 71 页).
3. 将钻孔中的水头保持在 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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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需要为黏土层和砂土层创建四个数据集。

对于上方黏土层，刚度和剪切强度随深度增加而增加。因此，将在高级子树中输入 E'inc 和 su,inc 值。E'ref 和
su,ref 的值成为参考层 yref 的参考值。在 yref 下方，E' 和 su 的实际值随深度增加而增加，具体如下：

E ′(y) = Eref
′ + Einc

′(yref − y)

su(y) = su,ref + su,inc(yref − y)

两个下方土层的数据集包括隧道界面的适当参数。在其他数据集中，界面属性可保持其缺省值。 Enter four
data sets with the properties as listed in Table 7(第 72 页) and Table 8(第 73 页) , then assign them to the
corresponding clusters in the geometry model.

这些层有以下属性：

表 7: 黏土层的材料属性

Property 名称 黏土 深层黏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 摩尔-库伦 摩尔-库伦 -

排水类型 - 不排水 (B) 不排水 (B)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5 16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18 18.5 kN/m3

机械设备

参考层的杨氏模量 E' ref 3.4 · 103 9.0 · 103 kN/m2

泊松比 ν(nu) 0.33 0.33 -

杨氏弹性模量增量 E'inc 400 600 kN/m3

参考层 yref 3.0 -12 m

参考层的不排水剪切强度 su,ref 5 40 kN/m2

不排水剪切强度 inc. su,inc 2 3 kN/m3

地下水

数据集 - 标准 标准 -

土体类型 - 粗糙 粗糙 -

请使用缺省值 - 无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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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水平方向渗透率 kx 0.1 · 10-3 0.01 米/天

垂直方向渗透率 ky 0.1 · 10-3 0.01 米/天

界面

强度定义 - 刚性 手动 -

强度折减因子 Rinter 1.0 0.7 -

初始

K0 测定 - 手动 手动 -

侧土压力系数 K0,x 0.6 0.7 -

表 8: 砂土层材料属性

Property 名称 砂土 深层砂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 HS-small HS-small -

排水类型 - 排水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6.5 17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0 21 kN/m3

机械设备

标准排水三轴试验
中的割线刚度

E50
ref 25 · 103 42 · 103 kN/m2

主固结仪荷载的切
线刚度

Eoed
ref 25 · 103 42 · 103 kN/m2

卸载/重新装载刚度 Eur
ref 75 · 103 126 · 103 kN/m2

泊松比 νur 0.2 0.2 -

刚度应力水平依赖
性的功率

m 0.5 0.5 -

应变极小时的剪切
弹性模量

G0
ref 80· 103 110 · 103 kN/m2

当 Gs = 0.722 G0 时
的剪切应变

γ0.7 0.2 · 10-3 0.13 · 10-3 -

粘聚力 c'ref 0 0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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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摩擦角 φ' 31 35 度

剪胀角 ψ 1 5 度

地下水

分类标准 - 标准 标准 -

土体分类 - 粗糙 粗糙 -

请使用缺省值 - 无 无 -

水平方向渗透率 kx 1.0 0.5 米/天

垂直方向渗透率 ky 1.0 0.5 米/天

界面

强度定义 - 刚性 手动 -

强度折减因子 Rinter 1.0 0.7 -

初始

K0 测定 - 自动 自动 -

预上覆岩层压力 POP 0.0 0.0 -

超固结比率 OCR 1.0 1.0 -

要创建材料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Click the Materials button  in the Modify soil layers window and create the data sets.

4.3 定义结构元素

将隧道和建筑定义为结构元素。

4.3.1 定义隧道

这里考虑的隧道是圆形隧道的右半部分。生成基本几何图形后，请按照以下步骤设计圆形隧道：

1. In the Structures mode click the Create tunnel button  in the side toolbar and click at (0 -17) in the
drawing area.
The Tunnel designer window pops up displaying the General tabsheet of the Cross section m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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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形状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圆形选项。
3. 在整个或一半隧道下拉菜单中选择定义右半部分选项。
4. 在与起始点偏移组中，将轴 2 设置为 -2.5。无需更改方向轴。

5. 单击线段选项卡以进入相应的标签页。
将自动创建线段。线段列表下方将显示一个新框，可以在其中定义线段的属性。

6. 在线段框中，将半径设置为 2.5 米。

The generated segment is shown in Figure 59(第 75 页) .

图 59: 隧道线段的几何图形

注释: In the tunnel as considered here, the segments do not have a specific meaning as the tunnel lining is
homogeneous and the tunnel will be constructed at once. 通常，在下列情况下，线段的意义将变得重要：

• 隧道（衬里）的挖掘或施工应分阶段进行。
• 不同的隧道线段具有不同的衬里属性。
• One would consider hinge connections in the lining (hinges can be added after the design of the

tunnel, in the general drawing area).
• 隧道形状由具有不同半径的圆弧组成（例如，NATM 隧道）。

7. Click the Properties tab to proceed to the corresponding mode.
8. Right-click on the segment in the display area and select the menu Create > Create plate option in the

appearing menu.
9. 在隧道设计器中，打开选择浏览器中的材料属性，然后单击加号按钮 以创建新的材料数据集。 Specify

the material parameters for the TBM according to the Table 9(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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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板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TBM 内衬 建筑 单位

常规

Material type - 弹性 弹性 弹性 -

单位重量 W 17.7 8.4 25 kN/m/m

防止冲孔 - 否 否 否 -

机械设备

各向同性 - 是 是 是 -

轴向刚度 EA1 63 · 106 14 · 106 1 · 1010 kN/m

弯曲刚度 EI 472.5 · 103 143 · 103 1 · 1010 kNm2/m

泊松比 ν 0 0.15 0 -

注释: 隧道衬里由曲面板（外壳）组成。可以在板的材料数据集中指定衬里属性。同样，隧道界面也是

一个弯曲界面。

10. 右键单击显示区域中的线段，然后在显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负界面选项。
11. 在显示区域中的线段上右键单击，然后在显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线收缩选项。 In the polycurve

properties specify a value of 0.5% for Cref. The tunnel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60(第 76 页) .

图 60: Tunnel model in the Properties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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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Cref 值为 0.5% 时相应的隧道的体积损失为 0.5%。施加在线上的实际应变是施加收缩的一半。因此，

由此产生的线性收缩为 0.25%。

• 收缩的输入值并不总是完全应用，这取决于周围类组和对象的刚度。

12. 单击生成将定义的隧道包含在模型中。
13. 关闭隧道设计器窗口。

4.3.2 定义建筑

建筑本身将由桩基上的刚性板来表示。

1. 从边栏中，选择创建线 > 创建板 ，然后绘制一个从 (5 3) 到 (15 3) 的板来表示建筑。

2. Create a material set for the building according to Table 9(第 76 页) and assign it to the plate. 不要忘记为

隧道衬里创建材质集。
3. From the side bar, select Create line > Create embedded beam  and draw two piles (embedded beam

rows) from (5 3) to (5 -11) and from (15 3) to (15 -11).
4. Create a material set for the foundation piles according to Table 10(第 77 页) and assign it to the

foundation piles.
表 10: 桩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基础桩 单位

常规

材料类型 - 弹性 -

单位重量 γ 7.0 kN/m3

机械设备

桩间距 L 间距 3.0 m
Cross section type - 预定义 -
Predefined cross section
type - Solid circular beam -

直径 - 0.25 m

刚度 E 10 · 106 kN/m2

轴向侧摩阻力

轴向侧摩阻力 线性 -
Tskin，开始， 大 1.0 kN/m
T 摩擦， 终， 大 100.0 kN/m

横向阻力 横向阻力 无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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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桩端反力 F 大 100.0 kN

界面刚度系数 缺省值 是 -

注释: With the Default fixities used, a plate that extends to a geometry boundary that is fixed in at least
one direction obtains fixed rotations, whereas a plate that extends to a free boundary obtains a free
rotation.

4.4 生成网格

在这种情况下，可接受的缺省全局粗糙度参数（中）。请注意，结构元素（板和嵌入梁）的内部自动细化系
数为 0.25。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2. 在边栏中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对于元素分布参数，请使用中选项（缺省）。

3.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as shown in Figure 61(第 78 页) .

图 61: 生成的网格

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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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定义并执行计算

需要进行分阶段施工计算来模拟隧道施工。

4.5.1 初始阶段

1. 进入分阶段施工模式，继续定义计算阶段。
2. 初始阶段已引入。保持其计算类型为 K0 程序。水压可根据钻孔中已定义的 y=0.0 米的常规孔压产生。

确保建筑、基础桩和隧道衬里为取消激活状态。

4.5.2 第 1 阶段：建筑

第一个计算阶段用于激活建筑。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In the Phases window rename the Phase ID as Building.
3. 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择忽略 undr. behaviour (A,B)选项。其余参数的缺省值对该阶段有效。

4. 在绘图区域激活板和基础桩。

4.5.3 第 2 阶段：TBM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中选择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的将位移重置为零选项。
3. 在分阶段施工中，多选择隧道内的类组。在选择浏览器中，取消激活两个土体类组，并将水条件设置为

干。
4. 激活此阶段中代表隧道掘进机的圆形板（因此具有 TBM 材料集）以及负界面。请注意，收缩在此阶段为

未激活状态。

4.5.4 第 3 阶段：TBM 锥度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多选板。在选择浏览器中激活收缩。

注释:

• 收缩表示 TBM 锥壳形状的影响（钻头直径大于尾端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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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衬里本身的收缩不会在隧道衬里中引入力。收缩过程导致的衬里力的 终改变是由于周围土体中
的应力重新分布或外力变化引起的。

4.5.5 第 4 阶段：尾端空隙注浆

在隧道掘进机 (TBM) 的尾端，注入灌浆以填充 TBM 和 终隧道衬里之间的间隙。对周围土体施加压力来模

拟注灌浆过程。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下，取消激活 TBM（板、负界面和收缩）。

3. 多选隧道内的类组。在选择浏览器中，激活水分条件。
4. 在条件下拉菜单中选择 用户自定义选项，并将 pref 设置为 -230 kN/m2。隧道内的压力分布为常量。

4.5.6 第 5 阶段：衬里安装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分阶段施工中，将隧道内的类组设置为干。
3. 激活板和隧道的负界面。
4. 由于板当前表示隧道的 终衬里，请为板元素指定衬里材料集。

4.5.7 执行计算

1. 在边栏中单击为曲线选择点按钮 。

2. Select some characteristic points for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for example the corner point at the
ground surface above the tunnel node 6130 and the corner points of the building node 9647 ).

3.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4.
计算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项目。

4.6 结果

计算后，选择 后一个计算阶段并单击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The Output program is started, showing the
deformed meshes at the end of the calculation phases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62(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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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Deformed mesh after construction of the tunnel (Phase 5; scaled up manually 20 times)

由于第二计算阶段（移除隧道内的土体和水），土体表面出现一定程度沉降，隧道衬里显示一定程度变形。
在此阶段，衬里中的轴向力将达到的 大轴向力。可以双击衬里，并从力菜单中选择与力相关的选项来查
看衬里力。 The plots of the axial forces and bending moment are scaled by factors of 5·10-3 and 0.2
respectively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63(第 81 页).

图 63: 第二阶段后衬里中的轴向力和弯矩

The plot of effective stresses as shown in Figure 64(第 82 页), shows that arching occurs around the
tunnel. 此拱起减少了作用在隧道衬里上的应力。因此， 终阶段的轴向力小于第二计算阶段后的轴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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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Effective principal stresses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unnel(Phase 2 TBM)

To display the tilt of the structure at the end of lining installation phase:
1. 单击边栏中的距离测量按钮 。

2. 单击位于结构左角的节点 (5 3)。
3. 单击位于结构右角的节点 (15 3)。
The Distance measurements information window is displayed in Figure 65(第 83 页) ,where the
resulting tilt of the structure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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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距离测量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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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NATM 隧道挖掘 [GSE]

本教程说明了使用 PLAXIS 2D 进行 NATM 隧道建造分析。NATM 是一种技术，它用喷射混凝土对因挖掘而

暴露的地面进行稳定，形成临时衬里。

目标：

• 使用解除限制法模拟 NATM 隧道建造。

• 使用重力荷载生成初始应力。

几何图形

The geometry of the tunnel is shown in Figure 66(第 85 页) :

图 66: 工程几何图形

5.1 新建项目

要创建新项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启动输入程序，然后从快速启动对话框中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在模型页面中，确保将模型设置为平面应变，并将元素设置为 15-节点。

4. 将土体等高线的界线定义为 xmin = -50 m、xmax = 50 m、ymin = 0 m 和 ymax = 3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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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定义土壤地层学

基本地层将利用钻孔要素创建。模型中考虑了 11 m 的黏土-石灰岩层。该土层的底部可作为 y 方向 (ymin =
0) 上的参考。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然后在 x = -22 m 处创建第一个钻孔。

2. 在修改土层窗口中创建三个土层。

a. 第 1 层在 Borehole_1 中的深度等于零。顶部和底部赋值 24。
b. 第 2 层的范围为从顶部 = 24 到底部 = 11。
c. 第 3 层的范围为从顶部 = 11 到底部 = 0。

3. 单击修改土层窗口底部的钻孔按钮。
4. 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选项。

这将弹出添加钻孔窗口。
5. 指定第二个钻孔的位置 (x = -14)。
6. 请注意，Borehole_2 有土层可用。

a. 第 1 层在 Borehole_2 中的深度等于零。但是，由于第 2 层的深度较深，因此向第 1 层的顶部和底部

赋值 30.00。
b. 第 2 层的范围为从顶部 = 30 到底部 = 11。
c. 第 3 层的范围为从顶部 = 11 到底部 = 0。

7. 在 x = -7 处创建一个新钻孔 (Borehole_3)。
8. 在 Borehole_3 中：

a. 第 1 层厚度非零，范围为从顶部 = 35 到底部 = 30。
b. 第 2 层的范围为从顶部 = 30 到底部 = 11。
c. 第 3 层的范围为从顶部 = 11 到底部 = 0。

9. 所有钻孔的水位均位于 y = 0 m。

10. 指定如图 67(第 86 页)所示的土层分布。

图 67: 土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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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需要为土层创建三个材料集。

请注意，第一个钻孔左侧的模型分层以 Borehole_1 为基础， 后一个钻孔右侧的分层以 Borehole_3 为基

础。因此，x = -50 m 或 x = 50 m 处不需要钻孔。

The layers have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as shown in Table 11(第 87 页):
表 11: 土层的材料属性

Property 名称 顶层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 硬化土体 -

排水类型 -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20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2 kN/m3

机械设备

标准排水三轴试验中的
割线刚度

E50
ref 40·103 kN/m2

主固结仪荷载的切线刚
度

Eoed
ref 40·103 kN/m2

卸载/重新装载刚度 Eur
ref 120·103 kN/m2

泊松比 νur 0.2 -

刚度应力水平依赖性的
功率

m 0.5 -

粘聚力 c'ref 10 kN/m2

摩擦角 φ' 30 度

界面

强度定义 - 刚性 -

强度折减因子 Rinter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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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软岩层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Clay-silt stone 黏土-石灰岩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 霍克布朗 Hoek-Brown -

材料行为类型 - 排水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25 24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5 24 kN/m3

机械设备

杨氏模量 Erm 1.0·106 2.5·106 kN/m2

泊松比 ν 0.25 0.25 -

单轴抗压强度 | σci | 25·103 50·103 kN/m2

完整岩石的材料常
量

mi 4 10 -

地质强度指标 GSI 40 55 -

干扰因素 D 0.2 0.0 -

膨胀参数 ψmax 30 35 度

膨胀参数 σψ 400 1000 kN/m2

界面

强度定义 - 手动 刚性 -

强度折减因子 Rinter 0.5 1.0 -

1. Create soil material data sets according to Table 11(第 87 页) and assign them to the corresponding
layers Figure 67(第 86 页) and while assigning the values for soft rock layers as per Table 12(第 88
页) ,find the analysis for various parameters after expanding the window one of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68(第 89 页).

2. 关闭修改土层窗口，并进入结构模式以定义结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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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Mechanical Parameter

5.4 定义隧道

1. In the Structures mode click the Create tunnel button  in the side toolbar and click on (0 16) in the
drawing area to specify the location of the tunnel.
这将弹出隧道设计器窗口。

2. 将使用缺省形状选项（自由）。定义模型中隧道位置的其他参数的缺省值也有效。
3. 单击管段选项卡。
4.

单击侧工具栏中的添加区间按钮 。在管段信息框中

a. 将管段类型设置为弧。
b. 将半径设置为 10.4 m
c. 将管段角度设置为 22°。

5. 其余参数的缺省值有效。
6.

单击添加区间按钮 ，添加新的弧形管段。

a. 将半径设置为 2.4 m。

b. 将管段角度设置为 47°。
c. 其余参数的缺省值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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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添加区间按钮 ，添加新的弧形管段。

a. 将半径设置为 5.8 m。

b. 将管段角度设置为 50°。
c. 其余参数的缺省值有效。

8.
单击延伸至对称轴选项 ，完成隧道的右半部分。

这将自动添加一个新的弧形管段，封闭一半的隧道。
9.

单击对称封闭按钮 ，完成隧道。这将自动添加四个新的弧形管段，封闭该隧道。

10. 单击分区间选项卡。
11.

单击添加按钮 ，添加新的分区间。本分区间将用于将上导坑（上挖掘类组）与仰拱（下挖掘类组）

分开。

a. 将偏移 2 设置为 3 m。

b. From the Segment type drop-down menu select Arc option
c. 将半径设置为 11 m。

d. 管段角度设置为 360°。
12.

单击选择多个对象按钮 ，然后选择切片中的所有几何实体。

13.
单击相交按钮 。

14.
在显示区域中选择切片外分区间的相交部分，并单击侧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  删除此部分。

图 69: 隧道横截面中的管段

15. Proceed to the Properties mode .
16. 在显示区域中选择多条曲线，并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创建板选项。
17. The various segments in the tunnel cross section can be seen in Figure 69(第 90 页).
18. 按 <Ctrl + M> 以打开材料集窗口。根据表 13(第 91 页)，为创建的板新建一个材料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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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板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内衬 单位

常规

材料类型 - 弹性 -

单位重量 W 5 kN/m/m

防止冲孔 - 否 -

机械设备

各向同性 - 是 -

轴向刚度 EA1 6.0·106 kN/m

弯曲刚度 EI 20·103 kNm2/m

泊松比 ν 0.15 -
19. 多选创建的板，在选择浏览器中，将材料衬里分配至所选板。
20. 将负界面分配至定义隧道形状（而非挖掘水平）的线。

The final tunnel view in the Tunnel designer window is shown in Figure 70(第 91 页):

图 70: 终隧道

21. 单击生成以更新模型中的隧道，并单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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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生成网格

在这种情况下，可接受的缺省全局粗糙度参数（中）。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2. 在边栏中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对于元素分布参数，请使用中选项（缺省）。

3.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as shown in Figure 71(第 92 页).

图 71: 生成的网格

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5.6 定义并执行计算

为了模拟隧道的建造，需要进行分步施工计算，其中激活隧道衬里并取消激活隧道内部的土体类组。计算
阶段为塑性分析和分步施工。采用 β 法模拟三维成拱效应。其概念是将作用于隧道建造位置周围的初始应

力 pk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1-β) pk，应用于不受支持的隧道，另一部分是解除限制法，应用于受支持的

隧道。

要应用 PLAXIS 2D 中的这种方法，可以使用模型浏览器中的解除限制选项，它可用于每种取消激活的土体

类组。解除限制定义为之前所述的因子 (1-β)。例如，如果取消激活的土体类组中的 60% 的初始应力不应出

现在当前的计算阶段（因此稍后只考虑剩余的 40%），这意味着该非激活类组的解除限制 (1-β) 参数应设置

为 60%。可在后续的计算阶段增加解除限制值，直至达到 100%。

要定义计算过程，请遵循这些步骤：

5.6.1 初始阶段

1. 单击分阶段施工选项卡，继续定义计算阶段。
2. 初始阶段已引入。请注意，土层不是水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建议使用 K0 程序来生成初始有效应力。

相反，要使用重力荷载 。阶段窗口的常规子树中有此选项。

3. 本例中将不考虑水。通用潜水位应保持在模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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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隧道未激活。

5.6.2 第 1 阶段：第一次隧道挖掘（应力释放比）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下，停用隧道中的上部类组。不要激活隧道衬里。
3. 当已取消激活的类组仍被选中时，在选择浏览器中将应力释放比 (1 - β)设置为 60%。

The model for Phase 1 is displayed in Figure 72(第 93 页).

图 72: 第 1 阶段的配置

5.6.3 第 2 阶段：第一次（临时）衬里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 activate the lining and interfaces of the part of the tunnel excavated
in the previous phase.

3. 选择已取消激活的类组。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set Deconfinement to 100 % and the model for
phase 2 is shown in Figure 73(第 93 页).

图 73: 第 2 阶段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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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第 3 阶段：第二次隧道挖掘（应力释放比）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deactivate the lower cluster (invert) and the temporary li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tunnel.

3. 当较低的已取消激活类组仍被选中时，在选择浏览器中将应力释放比设置为 60%。

4. The model for phase 3 can be seen in Figure 74(第 94 页).

图 74: 第 3 阶段的配置

5.6.5 第 4 阶段：第二次（ 终）衬里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激活剩余衬里和界面。
整个隧道周围的所有板和界面均激活。

3. 选择较低的已取消激活类组。在选择浏览器中，将应力释放比设置为 100 %。

4. The model for phase 4 can be seen in Figure 75(第 94 页).

图 75: 第 4 阶段的配置

NATM 隧道挖掘 [GSE]
定义并执行计算

PLAXIS 94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5.6.6 执行计算

1. 在边栏中单击为曲线选择点按钮 。

2. 在坡顶点和隧道顶选择一个节点。这些点可能可用于在施工阶段评估变形。
3.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4.
计算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项目。

5.7 结果

计算后，选择 后一个计算阶段并单击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The Output program is started, showing the
deformed mesh at the end of the calculation phases as shown in Figure 76(第 95 页):

图 76: 后一个计算阶段结束时变形的网格

要显示隧道内产生的弯矩：

1.
要选择所有隧道截面的衬里，单击侧边工具栏中相应的按钮 ，并拖动鼠标，定义一个矩形，该矩形

包含所有隧道截面。 Select the Plate option in the appearing window as shown in Figure 77(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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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Select structures window
2. 单击查看。

注意，隧道衬里在结构视图中显示。
3. 在内力菜单中选择弯矩 M 选项。 The result, scaled by a factor of 0.5 is displayed in Figure 78(第 96

页).

图 78: 所得的 NATM 隧道中的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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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ADV]

本示例涉及干地挖掘施工。以混凝土地连墙支撑挖掘施工。用施加了预应力的地锚杆锚定墙壁。

PLAXIS 2D 允许对这种问题类型进行详细建模。本示例展示了如何对地锚杆进行建模以及如何向锚杆施加

预应力。此外，干地挖掘涉及地下水渗流计算，以生成新的水压分布。分析的这一方面有详细的解释。

目标：

• 对地锚杆进行建模。
• 通过地下水渗流计算生成孔压。
• 显示模型中的接触应力和合力。
• 缩放显示的结果。

几何图形

挖掘施工宽 20 米，深 10 米。使用长 16 米，厚 0.35 米的混凝土地连墙保持周围的土体。每面墙壁使用两

排地锚杆支撑墙壁。锚杆总长度为 14.5 米，倾斜 33.7 度 (2:3)。在挖掘施工的左侧，考虑 10 kN/m2 的表面

荷载。

相关的土体部分包括三个不同的层。 From the ground surface to a depth of 3 m there is a fill of relatively
loose fine sandy soil. 该层下方至 低 15 米处，是大致均匀的致密级配良好砂土层。该层特别适合安装地锚

杆。底层是壤土，位于很深的地方。 15 m of this layer is considered in the model as shown in Figure 79(第
97 页).

图 79: 以锚定墙支撑挖掘施工

6.1 创建新项目

1. 启动输入程序，然后从快速启动对话框中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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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模型页面中，保留模型（平面应变）和元素（15 节点）的缺省选项。

4. 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0 米，xmax = 100 米，ymin = 0 米，ymax = 30 米。

5. 保留单位和常量的缺省值，然后按下确定关闭项目属性窗口。

6.2 定义土壤地层学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将弹出修改土层窗口。
2. 向钻孔添加三个土层。向 上面土层的顶层赋值 30，以此将地面层定位在 y = 30 处。这些土层的底层分

别位于 27、15 和 0 m 处。

3. 将水头设置为 23 m。

The layer stratigraphy is shown in Figure 80(第 98 页):

图 80: “修改土层”窗口

6.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需要创建三个数据集。 The materials have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as shown in Table 14(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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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土体和界面属性

参数 名称 淤泥 砂土 壤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模型 硬化土体 硬化土体 硬化土体 -

排水类型 类型 排水 排水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6 17 17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0 20 19 kN/m3

机械设备

标准排水三轴试验中的割线刚度 E50
ref 20 · 103 30 · 103 12 · 103 kN/m2

主固结仪荷载的切线刚度 Eoed
ref 20 · 103 30 · 103 8 · 103 kN/m2

卸载/重新装载刚度 Eur
ref 60 · 103 90 · 103 36 · 103 kN/m2

泊松比 νur 0.2 0.2 0.2 -

刚度应力水平依赖性的功率 m 0.5 0.5 0.8 -

粘聚力（常量） c'ref 1 0 5 kN/m2

摩擦角 φ' 30 34 29 度

剪胀角 ψ 0 4 0 度

正常固结 K0 值 K0
nc 0.5 0.4408 0.5152 -

地下水

分类标准 - USDA USDA USDA -

SWCC 拟合方法 -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

土体分类 - 淤泥 砂土 壤土 -
< 2 μm - 6.0 4.0 20.0 %
2μm - 50μm - 87.0 4.0 40.0 %
50μm - 2mm - 7.0 92.0 40.0 %

渗流参数 - 使用缺省值 - 从数据集 从数据集 从数据集 -

水平方向渗透率 kx 0.5996 7.128 0.2497 米/天

垂直方向渗透率 ky 0.5996 7.128 0.2497 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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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强度定义 - 手动 手动 刚性 -

强度折减因子 Rinter 0.65 0.70 1.0 -

考虑间隙闭合 - 是 是 是

初始

K0 测定 - 自动 自动 自动 -

预上覆岩层压力 POP 0 0 25 kN/m2

超固结比率 OCR 1.0 1.0 1.0 -

1. 使用表 14(第 99 页)中给出的参数定义三个土体和界面数据集。

2. 将材料数据集分配给相应的土层（图 80(第 98 页)）。

6.4 定义结构元素

地连墙、挖掘水平、地锚和表面荷载的创建描述如下。

1. 单击结构选项卡，继续在结构模式中输入结构元素。

6.4.1 要定义地连墙和界面，请执行以下操作：

A diaphragm wall with the following material properties as shown in Table 15(第 100 页) has to be defined:
表 15: 地连墙（板）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值 单位

材料类型 - 弹性 -

各向同性 - 是 -

重量 W 8.3 kN/m/m

防止冲孔 - 是 -

轴向刚度 EA1 12 · 10 6 kN/m

弯曲刚度 EI 120 · 10 3 kNm2/m

泊松比 ν 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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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the Structures mode , model the diaphragm walls as plates passing through (40 30) - (40 14) and (60
30) - (60 14).

2. 在模型中多选板。
3. 在选择浏览器中单击材料。

The view will change displaying a drop-down menu and a plus button next to it as shown in Figure 81(第
101 页):

图 81: 在“选择浏览器”中分配材料

4. 单击添加按钮 。

为板创建新的材料集。
5. 根据表 15(第 100 页)中列出的属性，定义地连墙的材料数据集。混凝土的杨氏弹性模量为 35 GN/m2，

墙体厚度为 0.35 m。

6. 将正负界面分配给已创建的代表地连墙的几何线。

6.4.2 要定义挖掘层，请执行以下步骤：

土体挖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挖掘层对应淤泥层底部，并将自动创建。要定义剩余挖掘阶段，请执行以下
步骤：

1. 在 (40 23) 和 (60 23) 之间绘制一条线 ，定义第二挖掘阶段。

2. 在 (40 20) 和 (60 20) 之间绘制一条线 ，定义第三挖掘阶段。

6.4.3 定义地锚

可以通过点对点锚和嵌入梁的组合为地锚建模。嵌入梁模拟锚的注浆部分，而点对点锚模拟其自由长度。
实际上，注浆体周围存在复杂的三维应力状态，该状态无法在二维模型中进行模拟。

The coordinates of the anchor and grout body are listed in Table 16(第 101 页) , Table 17(第 102 页) and 
Table 18(第 102 页)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of grout body are shown in Table 19(第 102 页).
表 16: 点对点锚的坐标

锚位置 名称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顶部
左 (40 27) (31 21)

右 (60 27) (6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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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位置 名称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底部
左 (40 23) (31 17)

右 (60 23) (69 17)

表 17: 锚杆属性（点对点锚）

参数 名称 值 单位

材料类型 - 弹性 -

轴向刚度 EA 500 · 10 3 kN

平面外间距 Lspacing 2.5 m

表 18: 注浆坐标

锚位置 名称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顶部
左 (31 21) (28 19)

右 (69 21) (72 19)

底部
左 (31 17) (28 15)

右 (69 17) (72 15)

表 19: Properties of the grout body (embedded beam )

参数 名称 值 单位

常规

材料类型 - 弹性 -

单位重量 γ 0 kN/m3

机械设备

桩间距 L 间距 2.5 m

梁类型 - 预定义 -

预定义梁类型 - Solid circular beam -

直径 D 0.3 m

刚度 E 7.07 · 106 kN/m2

轴向侧摩阻力
分布 线性 -

Tskin，开始， 大 400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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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T 摩擦， 终， 大 400 kN/m

横向阻力 横向阻力 无限制 -

桩端反力 F 大 0 kN

界面刚度因数 缺省值 是 -

1.
根据表 16(第 101 页)定义点对点锚杆 。

2. 根据表 17(第 102 页)中指定的参数创建锚材料数据集。

3. 在绘图区域中多选锚。在选择浏览器的材料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选项可指定材料数据集。
4. Define the grout body using the Embedded beam button  according to Table 18(第 102 页).
5. Create the Grout material data set according to the parameters specified in Table 19(第 102 页) and

assign it to the grout body.
6. Set the Behaviour of the embedded beam to Grout body as shown in Figure 82(第 103 页).

图 82: Embedded beam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将自动建立与锚的连接。
7. 多选（选择时 <Ctrl> pressed while selecting) the top node-to-node anchors and embedded beams. Right-

click on the selected region and select the Group option in the context menu.
8.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组子树。

请注意，将创建一个由顶部地锚元素组成的组。
9. 单击模型浏览器中的 Group_1 并键入新名称（例如，GroundAnchor_Top）。

10. 遵循相同的步骤创建组并重命名底部地锚。

虽然不能用此二维模型为精确的应力状态和与土体的交互作用建模，可以用这种方式在假定注浆体相对于
土体无滑动的情况下，在全局层面上估计结构的应力分布、位移和稳定性。此模型无法评估地锚的拔出力。

6.4.4 要定义分散荷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28 30) 和 (38 30) 之间创建线荷载 。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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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生成网格

要生成网格，请遵循以下步骤：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2. 在边栏中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元素分布参数（中）使用缺省选项。

3.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as shown in Figure 83(第 104 页).

图 83: 生成的网格

6.6 定义并执行计算

本项目的计算包括六个阶段。初始阶段（第 0 阶段），生成初始应力。在第 1 阶段，建造墙壁并激活表面荷

载。在第 2 阶段，在不链接锚杆和墙壁的情况下挖掘基坑的前 3 米。在该深度处，挖掘是干地施工。在第 3
阶段，安装第一个锚杆并施加预应力。在第 4 阶段，再挖掘 7 米的深度。在该深度处，挖掘仍然是干地施

工。在第 5 阶段，安装第二个锚杆并施加预应力。在第 6 阶段，继续挖掘至 终 10 米的深度，包括挖掘施

工的脱水。

在定义计算阶段前，可在渗流条件模式下定义在计算中要考虑的水位。在 后一个挖掘阶段降低水位。在
侧边界处，地下水水头保持在 23.0 米。问题的底部边界应是封闭的。抽干地下水会触发地下水渗流。挖掘

施工底部的水压为零，即地下水水头与垂直高度相同（水头 = 20 米）。绘制新的一般潜水位并进行地下水渗

流计算可以达到这种条件。在地下水渗流计算过程中激活界面可以防止水流渗透墙壁。

6.6.1 初始阶段

初始应力场通过 K0 程序生成，并使用由程序自动定义的所有类组中的缺省 K0 值。

1. Proceed to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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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所有结构组件和荷载都处于非激活状态。因此，请确保已停用板、点到点锚、嵌入梁行和界面荷
载。

3.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初始阶段将使用初始阶段的缺省参数。请选择潜水选项作为孔压计算类型。请注
意，当孔压由潜水位产生时，定义的潜水位的完整几何图形将用于产生孔压。

4.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5.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模型条件子树。
6. 展开水子树。

The water level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 head value specified in the borehole, (BoreholeWaterLevel_1),
is automatically assigned to GlobalWaterLevel .

7. The model for initial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84(第 105 页).

图 84: 初始阶段的配置

6.6.2 第 1 阶段：激活墙体和荷载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s mode activate all walls and interfaces by clicking on the checkbox in front
of them in the Model explorer.
项目中的激活元素由绿色复选标记指示。

3. 激活分散荷载。
4. After selecting the line load assign a value of -10 to qy,start,ref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shown in Figure

85(第 105 页):

图 85: “选择浏览器”中的线荷载

The model for the phase 1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is displayed in Figure 86(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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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分阶段施工模式下第 1 阶段的配置

6.6.3 第 2 阶段：第一个挖掘阶段

1.
在阶段浏览器中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可添加新的阶段。

2.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de-activate the upper cluster of the excavation
The model for the first excavation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87(第 106 页):

图 87: 分阶段施工模式下第 2 阶段的配置

6.6.4 第 3 阶段：第一锚行

1.
在阶段浏览器中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

2. 单击模型浏览器中组子树下 GroundAnchors_Top 前方的复选框可激活上方地锚杆。

3. 多选顶部点对点锚。
4. 在选择浏览器中，将调整预应力参数设置为 True，并向预应力赋值 500 kN。

注释: 在已完成分阶段施工计算后，预应力精确匹配，并转化为锚杆力。在连续的计算阶段，力仅被认

为是锚杆力，因此可以进一步增大或减小，这取决于周围应力和力的发展情况。

The model for the phase 3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is shown in Figure 88(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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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分阶段施工模式下第 3 阶段的配置

6.6.5 第 4 阶段：第二个挖掘阶段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添加新阶段。

2. 停用挖掘的第二个类组。

The model for the phase 4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is displayed in Figure 89(第 107 页):

图 89: 分阶段施工模式下第 4 阶段的配置

请注意，锚不再预加应力。

6.6.6 第 5 阶段：第二锚行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添加新阶段。

2. 激活较低的地锚。
3. 选择底部的节点到节点锚。
4. 在选择浏览器中，将调整预应力参数设置为 True，并向预应力赋值 1000 kN。
The model for the phase 5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is displayed in Figure 90(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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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分阶段施工模式下第 5 阶段的配置

6.6.7 第 6 阶段： 后一个挖掘阶段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添加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在常规 > 孔隙压力计算类型中，选择稳态地下水渗流选项 。其余参数的缺省值有效。

3. 停用挖掘的第三个类组。
4. 单击水流条件选项卡，显示相应模式。
5.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特性库。
6. 展开水位子树。
7. 单击侧工具栏中的创建水位按钮 ，并绘制一个新的潜水位。从 (0 23) 开始，途径 (40 20)、(60 20) 绘

制潜水层，并在 (100 23) 结束。

8.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用户水位子树。 Click on UserWaterLevel_1 and type LoweredWaterLevel to
rename the water level created in the Flow conditions mode as shown in Figure 91(第 108 页).

图 91: “模型浏览器”中的水位

9.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模型条件 > 地下水渗流。 The default boundary conditions are valid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92(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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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模型浏览器”中“模型条件”下的“地下水渗流”子树

10. 在水子树中，将降落水位分配至全局水位。

The model and the defined water levels are displayed in Figure 93(第 109 页):

图 93: “水流条件”模式下第 6 阶段的配置

注释: 请注意，对于地下水渗流（稳态或瞬态）来说，水位与激活模型边界的交点很重要。该程序根据与水

位对应的地下水水头计算水流边界条件。水位的“内部”部分未使用，将被地下水渗流计算得出的潜水位所取

代。因此，水位工具只是一个为水流计算创建边界条件的方便工具。

6.6.8 执行计算

1. 在边栏中单击为曲线选择点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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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lect some characteristic points for curves (for example the connection points of the ground anchors on
the diaphragm wall, such as (40 27) and (40 23).

3.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4.
计算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项目。

6.7 结果

The deformed meshes at the end of calculation phase 2 to phase 6 are shown in Figure 94(第 110 页), Figure
95(第 110 页), Figure 96(第 110 页), Figure 97(第 111 页) and Figure 98(第 111 页):

图 94: 变形的网格（按比例放大 50.0 倍）- 第 2 阶段

图 95: 变形的网格（按比例放大 50.0 倍）- 第 3 阶段

图 96: 变形的网格（按比例放大 50.0 倍）- 第 4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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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变形的网格（按比例放大 50.0 倍）- 第 5 阶段

图 98: 变形的网格（按比例放大 50.0 倍）- 后阶段

Figure 99(第 111 页) shows the effective principal stresses in the final situation. 挖掘基底的被动应力状态

清晰可见。可以看出，注浆锚杆周围应力集中。

图 99: 有效主应力（ 终阶段）

Figure 100(第 112 页) shows the bending moments in the diaphragm walls in the final state. 弯矩线上的两

次下沉是由锚杆力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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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0: 终阶段地连墙中的弯矩

双击锚杆即可查看锚杆力。当进行此项操作以得到第三和第五个计算阶段的结果时，可以看出，锚杆力确
实等于激活预应力的计算阶段中规定的预应力。在以下阶段中，该值可能因模型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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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 ULS [ADV]

本教程将定义并进行极限限制状态 (ULS) 计算，以使用锚定墙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ADV](第 97 页))
进行干地挖掘。将使用相同的几何模型。本示例介绍了设计方法的特点。该特点允许在进行耐用性计算之
后，使用荷载和模型参数的分项系数。

目标

• 使用设计方法

7.1 定义几何

为了定义一种设计方法：

1. Open the project created in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ADV](第 97 页) and save it under a different name.
2. 选择菜单土体 > 设计方法或结构 > 设计方法。

The corresponding window is displayed as shown in Figure 101(第 114 页).
3. 单击添加按钮。

列表中增加了一种新的设计方法。
4. 在本例中，将使用欧洲规范 7 的设计方法 3。此设计方法包括荷载的分项系数和材料（强度）的分项系

数。单击列表中的设计方法，并指定一个代表名称（例如：“欧洲规范 7 - 设计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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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荷载的分项系数

图 102: 材料的分项系数

5.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window the partial factors can be defined for loads and materials as shown in 
Figure 101(第 114 页). 将变量不利的分项系数设置为 1.3。

6. 单击材料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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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ssign a value of 1.25 to Effective strength (c' and phi') as shown in Figure 102(第 114 页).
8. 单击材料......按钮。这将弹出材料集窗口。

9. 打开壤土材料数据集。请注意，视图已改变。在当前视图中，可以将系数分配至不同的土体参数，也可
以看到这些系数对土体参数的影响。

10. Click the Mechanical tab. In the Mechanical tabsheet select the corresponding labels for c'ref and φ'.
11. 对其余的土体数据集执行同样的操作。
12. 关闭设计方法窗口。

注释:

请注意， ϕ和 ψ 的分项系数分别适用于 ϕ和 ψ 的切线。

7.2 定义并执行计算

对于耐用性计算，有两种主要的设计计算方案（见 参考手册 PLAXIS 2D 中的“设计方法”）。本教程使用第一

种方法。

7.2.1 所有阶段的更改

1. 进入分阶段施工模式。
2. 在阶段浏览器中，单击阶段 Phase_1。
3. 添加新阶段。
4. 双击新添加的阶段以打开阶段窗口。
5. 在阶段窗口的常规子树中，在相应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定义的设计方法。
6.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线荷载及其下面所有的子树。
7. 在荷载的静态分量的荷载系数标签下拉菜单中选择变量不利选项。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 ULS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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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在“选择浏览器”中为载荷分配系数标签

8. 按照相同的步骤为所有剩余的 SLS 阶段定义 ULS 阶段。确保第 7 阶段始于第 1 阶段，第 8 阶段始于第 2
阶段，第 9 阶段始于第 3 阶段，以此类推。

7.2.2 执行计算

1. 在边栏中单击为曲线选择点按钮 。

2. 为曲线选择若干特征点（例如，地连墙上地锚的连接点，例如 (40 27) 和 (40 23)）。
3.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4.
计算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项目。

7.3 结果

所得的设计方法阶段的结果可以在输出中计算。 Figure 104(第 117 页) displays the ΣMstage - |u| plot for
the node located at (40.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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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ULS 阶段的 ΣMstage - |u| 图

如果 ULS 计算成功完成，则模型符合相应的设计方法。如果因变形过多而对此产生疑问，可以考虑使用相

同的设计方法进行额外的安全性计算，这应得出稳定的大于 1.0 的 ΣMsf 值。注意，如果已经使用了分项系

数，则 ΣMsf 没有必要也包括安全系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要 ΣMsf 大于 1.0 即可。

Figure 105(第 117 页) displays the ΣMsf - |u| plot for the Safety calculations of the Phase 6 and the
corresponding ULS phase (Phase 12). 可以断定，这种情况符合设计要求。

图 105: 后一个计算阶段和相应 ULS 阶段的 ΣMsf - |u|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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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路堤施工 [ADV]

在地下水水位较高的软土上进行路堤施工将导致孔压升高。由于这种不排水行为，有效应力保持在较低水
平，必须采用中期固结期才能保证路堤的安全施工。在固结期间，超孔隙水压力会消散，这样，土体可以
获得必要的剪切强度来继续施工过程。

本教程设计路堤施工，详细介绍了上述机制。分析中介绍了三个新的计算选项，即固结分析、更新网格分
析和通过安全分析（强度折减）计算安全系数。

目标：

• 固结分析
• 对排水进行建模
• 固结期间渗透率的变化
• 安全分析（强度折减）
• 更新网格分析（大变形）

几何图形

路堤宽 16 米，高 4 米。斜坡的倾斜度为 1:3。问题是对称的，因此仅进行一半建模（在本例中，选择右半

部分）。路堤本身由松散的砂土组成。下层土是 6 米厚的软土。上方 3 米是泥炭，下方 3 米是黏土。潜水位

在原地表下方 1 米处。 Under the soft soil layers there is a dense sand layer of which 4 m are considered in
the model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106(第 118 页).

密砂

黏土

泥炭

路堤

12 米 16 米 12 米

4 米

3 米

3 米

图 106: 软土上路堤的情况

8.1 创建新项目

1.
双击输入程序图标 ，启动 PLAXIS 2D。

2. 单击开始新项目。
3.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4. 在模型页面中，确保将模型设置为平面应变，并将元素设置为 15-节点。

PLAXIS 118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5. 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0 米，xmax = 60 米，ymin = -10 米，以及 ymax = 4 米。

8.2 定义土壤地层学

使用钻孔定义下层土层。 The embankment layers are defined in the Structures mode .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The Modify soil layers window pops up as shown in Figure 107(第 119 页).

图 107: 土层分布

2. Define three soil layers as shown in figure .
3. 水位位于 y=-1 米处。在钻孔列中指定水头值为 -1 。

8.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本教程需要多个材料集。材料属性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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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砂土和黏土层的材料属性和界面

参数 名称 路堤 砂土 泥炭 黏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 硬化土体 硬化土体 软土 软土 -

排水类型 - 排水 排水 不排水 (A) 不排水 (A)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6 17 8 15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19 20 12 18 kN/m3

初始孔隙比 einit 0.5 0.5 2.0 1.0 -

机械设备

更改压缩指数 λ* - - 0.15 0.05 -

更改膨胀指数 κ* - - 0.03 0.01 -

标准排水三轴试验中的割线
刚度

E50
ref 25 · 103 35 · 103 - - kN/m2

主固结仪荷载的切线刚度 Eoed
ref 25· 103 35 · 103 - - kN/m2

卸载/重新装载刚度 Eur
ref 75· 103 105 · 103 - - kN/m2

刚度应力水平依赖性的功率 m 0.5 0.5 - - -

粘聚力（常量） c'ref 1 0 2 1 kN/m2

摩擦角 φ' 30 33 23 25 度

剪胀角 ψ 0 3 0 0 度

Miscellaneous: Set to
default 是 是 是 是 -

地下水

分类标准 - USDA USDA USDA USDA -

SWCC 拟合方法 -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

土体分类 - 壤质砂土 砂土 黏土 黏土 -
< 2μm - 6.0 4.0 70.0 70.0 %
2μm - 50μm - 11.0 4.0 13.0 13.0 %
50μm - 2mm - 83.0 92.0 17.0 17.0 %

请使用缺省值 - 从数据集 从数据集 无 从数据集 -

路堤施工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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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水平渗透率 kx 3.499 7.128 0.1 0.04752 米/天

垂直渗透率 ky 3.499 7.128 0.05 0.04752 米/天

渗透率变化 ck 1 · 1015 1 · 1015 1.0 0.2 -

界面

强度定义 - 刚性 刚性 刚性 刚性 -

强度折减因子 Rinter 1 1 1 1 -

初始

K0 测定 -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

预上覆岩层压力 POP 0 0 5 0 kN/m2

超固结比 OCR 1.0 1.0 1.0 1.0 -

要创建材料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材料按钮 ，打开材料集窗口。

2. 根据表 20(第 120 页)创建土体材料数据集，并将其分配到钻孔中的相应层（参见图 107(第 119 页)）。
3. Close the Modify soil layers window and proceed to the Structures mode to define the embankment

and drains.

注释: 应定义初始孔隙比 (einit) 和渗透率变化 (ck)，用以在固结分析中模拟土体压缩引起的渗透率变化。使

用高级模式时建议使用此选项。

8.4 定义施工

The embankment and the drains are defined in the Structures mode .
1. 单击结构选项卡，继续在结构模式中输入结构元素。

8.4.1 要定义路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边栏中单击创建土体多边形按钮 ，并选择创建土体多边形选项。

2. 单击 (0 0)、(0 4)、(8 4) 和 (20 0)，在绘图区域定义路堤。

3. Select and right click the created polygon and assign the Embankment data set to the soil polygon as
shown in Figure 108(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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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在绘图区域为土体类组指定材料数据集。

4. 要定义路堤施工层，请单击侧工具栏中的剪切多边形按钮 ，然后单击 (0 2) 和 (14 2) 来定义剪切线。

路堤类组将分为两个子类组。

8.4.2 定义排水孔

在此项目中，将对照在无排水孔情况下的结果来研究排水孔对固结时间的影响。在有排水孔的情况下，排
水孔仅在计算阶段有效。

1. Click the Create hydraulic conditions button in the side toolbar and select the Create drain option in
the appearing menu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109(第 122 页).

 

 
图 109: Create Drain option

2. 在软土层（软土和泥炭；y = 0 米到 y = -6 米）中定义排水孔。两个连续的排水孔之间的距离为 2 米。考

虑到对称性，第一个排水孔位于距模型边界 1 米处。将创建共 10 个排水孔。 The head is defined at 0.0
m. The geometry is shown in Figure 110(第 122 页).

图 110: 模型的 终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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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平面应变模型中排水孔的建模实际上涉及到基于排水模式在周围土体中使用的等效（横向）渗透率。在此
简化示例中，已省略后者。详细信息请参阅 1。2。

8.5 生成网格

要生成网格，请遵循以下步骤：

1. Proceed to Mesh mode .
2. 在边栏中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对于元素分布参数，请使用中选项（缺省）。

3.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as shown in Figure 111(第 123 页).

图 111: 生成的网格

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8.6 定义并执行计算

路堤施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施工阶段后，有 30 天的固结期，以消散超孔隙水压力。在第二个施工阶

段后，再引入一个固结期，之后可以确定 终沉降。因此，除了初始阶段以外，一共必须定义四个计算阶
段。

8.6.1 初始阶段：初始条件

路堤在初始情况下不存在。

剩余的活动几何图形是水平的，具有水平层，因此可以使用 K0 程序来计算初始应力。 The geometry of the
model for initial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112(第 124 页).

1 Achtergronden bij numerieke modellering van geotechnische constructies, deel 2
2 CUR 191.Stichting CUR, Gouda Indraratna, B.N., Redana, I.W., Salim, W. (2000)。预测与观察使用竖向排水

孔的软黏土地基的性能。Proc.GeoEng.2000，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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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初始阶段的配置

初始水压为完全静水压力，并基于一般潜水位 y=-1 米处。请注意，根据钻孔中水头的指定值，将在 y=-1 米
处自动创建潜水位。除潜水位外，还必须注意在计算过程中将进行的固结分析的边界条件。在不给予任何
额外输入的情况下，除底部边界外的所有边界都在排水，因此水可以从这些边界自由流出，超孔隙压力可
以消散。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必须关闭左侧垂直边界，因其为对称线，所以不应出现水平流。剩余的边
界是开放的，因为超孔隙压力可以通过这些边界消散。为正确定义固结边界条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1. Go to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and in the Model explorer expand the Model conditions subtree
shown in Figure 113(第 124 页).

2. 展开地下水渗流子树，并将边界 XMin 设置为关闭，并将 边界 YMin 设置为打开。

图 113: 问题的边界条件

8.6.2 固结分析

固结分析在计算中引入了时间维度。为了正确地进行固结分析，必须选择适当的时间步长。采用小于临界
小值的时间步长可能导致应力振荡。

PLAXIS 2D 中的固结选项允许有一个完全自动的时间步长程序，将此临界时间步长考虑在内。在该程序中，

有三种主要的可能性：

预定义期间固结，包括变化对激活几何的影响（分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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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结，直至几何形状中的所有超孔隙水压力降低至预定义的 小值（ 小超孔隙水压力）。

固结，直至达到规定的饱和度（固结度）。

本练习将使用前两种可能性。要定义计算阶段，遵循以下步骤：

第 1 阶段：第一段路堤施工

第一计算阶段为固结分析，分阶段施工。

1. Click the Add phase button  to create a new phase and double click.
2.

在阶段窗口中，从常规子树的计算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固结选项 。

3.
确保已选择分阶段施工选 项  作为荷载类型。

4. 输入时间间隔为 2 天。将使用剩余参数的缺省值。

5.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中，激活路堤的第一部分。 The model for phase 1 is shown in Figure 114(第 125 页).

图 114: 第 1 阶段的配置

第 2 阶段：第一固结期

第二阶段也是固结 分析，分阶段施工。在此阶段，由于仅需对 终时间进行固结分析，因此不对几何图形

进行更改。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中，从常规子树的计算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固结选项 。

3.
确保已选择分阶段施工选 项  作为荷载类型。

4. 输入时间间隔为 30 天。将使用剩余参数的缺省值。

第 3 阶段：第二段路堤施工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中，从常规子树的计算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固结选项 。

3.
确保已选择分阶段施工选 项  作为荷载类型。

4. 输入时间间隔为 1 天。将使用剩余参数的缺省值。

5.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activat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embankment. The model for phase 3 is
shown in Figure 115(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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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第 3 阶段的配置

第 4 阶段：固结结束

第四阶段是对 小超孔隙压力的固结分析。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常规子树中选择固结选项  作为计算类型。

3.
在荷载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 小超孔隙压力选项 ，并接受缺省值 1 kN / m2 作为 小压力。将使用剩

余参数的缺省值。

8.6.3 安全分析

在路堤设计中，不仅要考虑 终稳定性，也要考虑施工过程中的稳定性。从输出结果中可以看出，失效机
制出现在第二个施工阶段后。

在问题的这个阶段以及其他施工阶段要计算全局安全系数。

要计算不同施工阶段的路堤的全局安全系数，遵循以下步骤：

1. 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第 1 阶段。

2.
添加新的计算阶段。

3. 双击新阶段，打开阶段窗口。
4. 在阶段窗口中，所选择的阶段将在起始阶段下拉菜单中自动选中。
5.

在常规子树中，选择安全性  作为计算类型。

6.
增量倍增系数选项  已在正在加载输入框中选中。将第一个控制强度折减过程的倍增系数增量 Msf 设
置为 0.1。

7. 要在所得的失效机制中排除现有变形，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择将位移重置为零选项。
8. 现在，已经定义了第一次安全性计算。
9. 遵循相同的步骤创建新的计算过程，分析每个固结阶段结束时的稳定性。 The various phases after

defining safety calculation is shown in Figure 116(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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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Safety calculation phases

8.6.4 计算

在开始计算之前，建议选择节点或应力点，以稍后生成荷载-位移曲线或应力-应变图。要完成此操作，请遵

循以下步骤：

1. 在边栏中单击为曲线选择点按钮 。

2. 选择路堤突趾 (20 0) 作为第一个点。

3. 第二点将用于绘制超孔隙压力的发展（和衰减）。为此，该点需在模型左侧软土层中间某处，即路堤正
下方。例如，位于 (0 -3)。

4.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During a consolidation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can be viewed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calculation
info window as shown in Figure 117(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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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激活任务窗口中显示的计算进度

除倍增系数外，还会出现 Pexcess,max ，表示当前的 大超孔隙压力。此参数在 小超孔隙压力固结分析中很

重要，其中所有孔隙压力均指定为降低至预定义值以下。

8.7 结果

计算结束后，选择第三个计算阶段并单击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

现在的输出窗口显示路基 后部分不排水施工后变形的网格。 Considering the results of the third phase,
the deformed mesh as displayed in Figure 118(第 129 页) shows the uplift of the embankment toe and
hinterland due to the undrained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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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不排水路堤施工（第 3 阶段）后变形的网格

1. 选择菜单变形 > 增量位移 > |Δ u|。
2. 在菜单中选择菜单查看 > 箭头选项或单击工具栏中的相应按钮  显示结果箭头。

On evaluating the total displacement increm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a failure mechanism is developing
shown in Figure 119(第 129 页):

图 119: 不排水路堤施工后的位移增量

1. 按 <Ctrl + 7> to display the developed excess pore pressures (see Appendix C of the 参考手册 PLAXIS 2D
for more shortcuts). 这也可以通过选择菜单应力 > 孔压 > P excess 显示。

2.
单击中心主方向按钮 。超压的主方向在每个土体单元的中心显示。 The results are displayed in 
Figure 120(第 129 页).

图 120: 不排水路堤施工后的超孔隙水压力

很明显， 高超孔隙水压力发生在路堤中心下方。

1.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第 4 阶段。

2. 单击工具栏中的等高线按钮 ，以等高线显示结果。

3.
使用绘制扫描线按钮  或视图菜单中的相应选项定义等高线标签的位置。

可以看出，在第四阶段，原始土面和路堤的沉降明显增加。这是由超孔隙水压力的消散（= 固结）引起的，

这导致土体进一步沉降。 Figure 121(第 130 页) shows the remaining excess por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fter consolidation. 检验 大值是否低于 1.0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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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固结至 Pexcess < 1.0 kN/m2 后的超孔隙水压力等高线

曲线管理器可用于查看路堤下超孔隙水压力随着时间的发展。要创建这种曲线，遵循以下步骤：

1. 单击曲线管理器按钮 ，创建新曲线。

2. 在下拉菜单中，x 轴选择项目选项，在树中，选择时间。

3. 在下拉菜单中，y 轴选择软土层中间点（B 点）。在树中，选择应力 > 孔压 > p excess。
4. 选择 y 轴反向符号选项。

5. Click OK.
6. 打开曲线设置 (F3)，进入第二个页面。

7. 在显示框中，单击阶段按钮。在缺省情况下，所有阶段都会选中，显示在曲线中。为了曲线的清晰性，
隐藏安全阶段（第 5 - 8 阶段）。

8. Click OK to close the Curve settings window.
A curve similar to the following one should appear as shown in Figure 122(第 130 页):

图 122: 路堤下超孔隙水压力的发展

The figure clearly shows the four calculation phases. 在施工阶段，超孔隙水压力会随着时间出现小幅上升，

而在固结期，超孔隙水压力会随着时间降低。实际上，由于涉及较小的时间间隔，路堤施工期间已经出现
了固结。从曲线中可以看出，需要 50 天以上才能达到完全固结。

先保存图表再关闭输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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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安全分析结果

在安全性计算过程中，会产生额外的位移。总位移没有物理意义，但 后一步（失效时）中的增量位移表
明了可能的失效机制。

要查看路堤施工三个不同阶段中的机制：

1.
选择其中一个阶段并单击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

2. 选择菜单变形 > 增量位移 > |Δu|。
3. 将表示方式从箭头更改为阴影 。 The resulting plots shown in Figure 123(第 131 页) gives a good

impression of the failure mechanisms. 位移增量的量级是不相关的。

图 123: 总位移增量阴影，表明 终阶段 适用的路堤失效机制

安全系数可在项目菜单的计算信息选项中获得。计算信息窗口中的倍增系数页面代表荷载倍增系数的实际
值。ΣMsf 的值代表安全系数，但前提是该值在之前几个步骤中大致恒定。

然而，计算安全系数的 佳方式是绘制曲线，其中根据某个节点的位移绘制参数 ΣMsf 的图。尽管位移不相

关，但它们表明是否出现了失效机制。

要以这种方式计算三种情况下的安全系数，遵循以下步骤:
1. 单击工具栏中的曲线管理器按钮。
2. 单击图表页面的新建。
3. 在曲线生成窗口中，x 轴选择堤趾（A 点）。选择变形 > 总位移 > |u|。
4. Y 轴选择项目 > 倍增系数 > ΣMsf。该图表中考虑了安全阶段。

5. 右键单击图表并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设置选项。设置窗口弹出。
6. 在对应曲线的页面中单击阶段按钮。
7. In the Select phases window select Phase 5 shown in Figure 124(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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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选择阶段”窗口

8. Click OK to close the Select phases window.
9. 在设置窗口的对应页面中更改曲线标题。

10. 单击添加曲线按钮并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从当前项目...选项。遵循所述步骤定义第 6、7、8 阶段的曲线。

11. 在设置窗口中单击图表选项卡，打开对应的页面。
12. 在图表页面中，规定图表名称。
13. Set the scaling of the x-axis to Manual and set the value of Maximum to 1 as shown in Figure 125(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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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设置”窗口中的“图表”页面

14. 单击应用根据所做的更改更新图表，然后单击确定，关闭设置窗口。
15. 要修改图例的位置，右键单击图例。
16.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查看 > 图表图例。

17. 可以拖动图例重新安排图例在图表中的位置。 The plot is shown in Figure 126(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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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安全系数计算

绘制的 大位移是不相关的。 It can be seen that for all curves a more or less constant value of ΣMsf is
obtained. 将鼠标悬停在曲线上的某个点上，将出现一个方框显示 ΣMsf 的确切值。

8.8 使用地漏

本节将调查项目中的地漏的作用。本节将介绍与前四个固结阶段具有相同属性的四个新阶段。第一个新阶
段应从初始阶段开始。这些新阶段的区别在于：

• 所有新阶段都应使用地漏。 Activate them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
• 前三个固结阶段（9 至 11）的时间间隔为 1 天。 后一个阶段设置为 小超孔隙水压力，并将 小压

力 (|P-stop|) 赋值为 1.0 kN/m2。

遵循以下步骤：

1.
结束计算后，保存项目，然后选择 后一个阶段并单击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现在的输出窗口显示路

基 后部分排水施工后变形的网格。为了比较地漏的作用，可以使用第二点上的超孔隙水压力消散。
2. 单击曲线管理器按钮 ，打开曲线管理器。

3. 在图表页面，双击图表 1（第二点 (0 -3) 处的 pexcess 与时间的对比）。之后，图表会显示出来。关闭曲线

管理器。
4. 双击图表右侧图例中的曲线。设置窗口弹出。
5. 单击添加曲线按钮并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从当前项目...选项。曲线生成窗口弹出。

6. Select the Invert sign option for y-axis and click OK to accept the selected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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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图表中添加新曲线，与之对应的新页面将在设置窗口中打开。单击阶段按钮。在所显示的窗口中选择
初始阶段和后四个阶段（地漏）并单击确认。

8. 在设置窗口的对应页面中更改曲线标题。
9. 在图表页面中，规定图表名称。

10. Click Apply to preview the generated curve and click OK to close the Settings window. The chart gives a
clear view of the effect of drains in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excess pore pressures to dissipate as shown
in Figure 127(第 135 页):

图 127: 地漏的作用

注释:

如不需要添加新曲线，可以使用曲线设置窗口中的对应按钮重新生成现有曲线。

8.9 更新网格和更新水压分析

可从固结（第 4 阶段）结束时变形网格的输出中看出，路堤在施工开始后沉降约一米。原先在潜水位以上

的部分砂土会沉降到潜水位以下。

由于浮力，沉降到水位以下的土体的有效重量将发生变化，导致有效覆岩层随时间减少。在 PLAXIS 2D 中，

可以使用更新网格和更新水压选项模拟这种影响。对于路堤，我们将研究使用这些选项的影响。

1. 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初始阶段。
2. 添加新的计算阶段。
3. 以与第 1 阶段相同的方式定义新阶段。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勾选更新网格和更新水压选项。

4. 以相同的方式定义其他 3 个阶段。

计算结束后，比较两种不同计算方法的沉降。

路堤施工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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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曲线生成窗口中，x 轴选择时间，y 轴选择软土层中间点 (0 -3) 的垂直位移 (uy)。
2. 在该曲线中，将考虑初始阶段和第 1 至 4 阶段的结果。

3. 向图表添加新曲线。
4. 在该曲线中，将考虑初始阶段和第 13 至 16 阶段的结果。 The resulting chart is shown in Figure 128(第

136 页).

图 128: 更新网格和水压分析对所得沉降的影响

可以看出，当使用更新网格和更新水压选项时，沉降较小（红色曲线）。一部分原因在于更新网格程序包括
二阶变形效应，考虑了几何图形的变化，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更新水压程序使路堤的有效重量变小。 后一
种影响是由沉降到（恒定）潜水位以下的土体的浮力引起的。这些程序的使用允许考虑较大变形的积极影
响，对沉降进行现实分析。

路堤施工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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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挖掘和脱水 [ADV]

本教程将分析地下水位下降和板桩墙周围的渗流。 The geometry model of the tutorial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

挖掘 [ADV](第 97 页) will be used . 本示例中引入了井的特点。

9.1 创建并分配材料数据集

The material parameters remain un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project as shown in Table 14(第 99 页). The
used groundwater parameters are shown in Table 21(第 137 页) .
表 21: 渗流参数

参数 名称 淤泥 砂土 壤土 单位

地下水

数据集 - USDA USDA USDA -

模型 -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

土体 - 类型 - 淤泥 砂土 壤土 -
< 2 μm - 6 4 20 %
2μm - 50μm - 87 4 40 %
50μm - 2mm - 7 92 40 %

渗流参数 - 使用缺省值 - 从数据集 从数据集 从数据集 -

水平方向渗透率 kx 0.5996 7.128 0.2497 米/天

垂直方向渗透率 ky 0.5996 7.128 0.2497 米/天

若要创建项目：

1. 打开教程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ADV](第 97 页) 中规定的项目。

2. 以另一个名称保存项目（如“围绕板桩墙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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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定义结构元素

1. In the Structures mode click the Create hydraulic conditions button  in the side toolbar.
2. 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井选项 。

3. 单击 (42 20) 和 (42 17) 绘制第一口井。

4. 单击 (58 20) 和 (58 17) 绘制第二口井。

9.3 生成网格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2. Select the cluster and two well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129(第 138 页) . 在选择浏览器中，将粗糙度系数

指定为 0.25。

图 129: 指示模型中网格的局部细化

3. 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以生成网格。使用元素分布参数（中）的缺省选项。

4.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as shown in Figure 130(第 138 页).

图 130: 生成的网格

5.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挖掘和脱水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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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定义并执行计算

• Proceed to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 必须修改第 6 阶段进行的地下水渗流分析。

9.4.1 第 6 阶段：脱水

In this phase the wells will be used to lower the phreatic level in the excavation down to y = 17m. This
corresponds to 3m below the final excavation level.
1. 在模型中多选井并激活。
2. 在选择浏览器中，井的行为缺省设置为抽取。
3. 将排放值设置为 1.5m3/天/m。

4. Set the hmin value to 17m. This means that water will be extracted as long as the groundwater head at the
wall location is at least 17m.
Figure 131(第 139 页) shows the parameters assigned to the wells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图 131: 井属性

9.4.2 执行计算

计算过程的定义完整。

1.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2.  计算完成后保存项目。

9.5 结果

要显示渗流场：

1.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第 6 阶段。

2. 单击菜单应力 > 地下水渗流 > |q|。

挖掘和脱水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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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al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sults (scale factor = 5.0 ) is shown in Figure 132(第 140 页):

图 132: 第 6 阶段结束时得到的渗流场

单击菜单应力 > 孔压 > 地下水水头。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e ones of the Phase 6 of the project defined
in the tutorial 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ADV](第 97 页).
In Figure 133(第 140 页), the resulting groundwater head with and without the wells are displayed .

A

B

图 133: 所得地下水水头的比较

A：地下水水头（教程使用锚定墙进行干地挖掘 [ADV](第 97 页)中的第 6 阶段）

B：地下水水头（当前工程的第 6 阶段）

挖掘和脱水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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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本教程说明了如何计算圆形刚性水下承台（例如，一个具有夹套结构的承台）在暴雨期间暴露于循环荷载
时的竖向承载力和竖向刚度。通过分配量级不同的荷载地块使暴雨理想化。使用循环累积工具获得
UDCAM-S 模型 的土体参数。本示例考虑的圆形混凝土承台半径为 11 米，位于超固结的黏土层上。

它介绍了在循环竖向荷载分量的作用下，建立地基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以及计算荷载-位移曲线的方法。用

二维轴对称模型进行圆形承台分析。 The soil profile consists of clay with an overconsolidation ratio, OCR,
of 4, submerged unit weight of 10 kN/m3 and an earth pressure coefficient, K0 of 1. 各向异性固结三轴压缩

试验的（静态）不排水剪切强度在埋深为 suC = 130 kPa 时为定值。黏土的 大剪切模量 Gmax 为 67275 kPa。
土体的循环行为是根据 Drammen 黏土的等高线图 (Andersen, Kleven & Heien, 1988 3) 得出的，假设该行为

可以代表实际黏土的行为。

10.1 目标：
• 通过运行循环累积程序、确定应力-应变曲线以及优化材料模型参数来获得 UDCAM-S 模型 的输入参数。

• 计算总竖向循环承载力。
• 计算将循环荷载计算在内的总分量和循环分量的竖向刚度。

10.2 几何图形
The soil properties and footing geometry are shown in Figure 134(第 142 页) .

3 Andersen, K.H., Kleven, A., Heien, .D.(1988).重力结构设计的循环土体数据。《岩土工程期刊》，517–539.

PLAXIS 141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D = 22 米

W 
γ' 

Ip 

1 米

OCR = 4
suc = 130 kPa
Gmax = 67275 kPa

= 10 kPa
= 52 %
= 27 %

图 134: 工程几何图形

10.3 创建新项目

要创建新项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开启输入程序并从快速选择对话框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在模式页面中，确保

a. 将模式设置为轴对称，并且
b. 将元素设置为 15-节点。

4. 将模型等高线的限制定义为

a. xmin = 0.0 米，xmax = 40.0 米
b. ymin = -30.0 米，以及 ymax = 0.0 米

10.4 定义土壤地层学

使用钻孔定义下层土层。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将弹出修改土层窗口。
2. 创建一个土层，顶层位于 0.0 米，底层位于 -30.0 米。

3. 为简化起见，本示例中不考虑水。因此，地下水位设置在模型底部下方，土体重量基于有效（水下）重
量。

4. 在钻孔列中将水头值指定为 -50.00

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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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土层

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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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需要创建三个材料数据集；两个针对黏土层（黏土 - 总荷载和黏土 - 循环荷载），一个针对混凝土地基。

打开材料集窗口。

10.5.1 材料：黏土-总荷载

此材料的模型参数将由循环累积和优化工具确定。

The other properties are as shown in Table 22(第 144 页) :
表 22: 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黏土-总荷载 单位

常规

标识 - 黏土-总荷载 -

土体模型 - UDCAM-S 模型 -

排水类型 - 不排水 (C)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0 kN/m3

要创建材料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土体和界面作为集类型，并单击新建按钮。
2. 在常规选项卡，根据表 22(第 144 页)输入值。

3. Proceed to the Mechanical tab.
将运行循环累积和优化工具，而不是在此选项卡中输入模型参数。此程序由三个步骤组成。

Click the Mechanical tab and click the Cyclic accumulation and optimisation tool option in the side
window as shown in Figure 136(第 145 页).

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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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循环累积和优化工具

A new window opens shown in Figure 137(第 146 页):

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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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循环累积工具窗口

The three steps of the cyclic accumulation and optimisation procedure are represented by the three modes
(Cyclic accumulation, Stress-strain curves and Parameter optimisation) in the window.

循环累积

此步骤旨在确定给定土体等高线图和荷载分布的峰值荷载 Neq 的无排水循环的等效周期。

The following storm composition data will be used as shown in Table 23(第 146 页):
表 23: 设计为 6 小时暴雨的循环竖向荷载组合

# 荷载比 N 次循环

1 0.02 2371
2 0.11 2877
3 0.26 1079
4 0.40 163
5 0.51 64

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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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载比 N 次循环

6 0.62 25
7 0.75 10
8 0.89 3
9 1.0 1

1. 从循环累积选项卡中的选择等高线图数据中选择相应的等高线图。在此情况下，选择 Drammen 黏土,
OCR = 4。

注释: 有关等高线图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Andersen (2015) 4 和 参考手册 PLAXIS 2D ，循环累积和优化工

具。

2. 可在空白表中输入暴雨组合的荷载比和周期数。表 23(第 146 页) (Jostad, Torgersrud, Engin & Hofstede,
2015) 5作为与 大循环竖向荷载（荷载比）和循环周期（N 次循环）相关的标准化循环竖向荷载。此处

假设土体中的循环剪应力历史与承台的 大循环竖向荷载成正比。输入表格时，应确保 小荷载比位于
顶部， 大荷载比位于底部。

注释: 设计风暴为被转化为恒定循环荷载地块的荷载历史。每个地块对应一个恒定振幅的多个周期，该

恒定振幅由荷载组合的时间记录确定。 See 参考手册, Cyclic accumulation and optimisation tool, for
more information.
在表中输入荷载地块后，荷载比与 N 次循环的关系图将显示数据的图形表示。 For the data given here
and the logarithmic scale turned on, the resulting graph is shown in Figure 138(第 147 页).

图 138: “荷载比与 N 次循环”图（对数缩放）

3. 单击计算以计算等效循环数 Neq。
选定的等高线图与上一个循环（图 139(第 148 页)）土体失效（此处剪切应变定义为 15%）的比例因子

的剪应力历史以及不同比例因子的应力历史端点位置共同绘制。计算出的等效循环数与端点轨迹 后
一点在 x 轴的值对应，等于 6.001。

4 Andersen, K.H.(2015).近海地基设计的循环土体参数，ISSMGE McClelland 近海岩土工程前沿讲座 III。
Meyer (Ed).Tay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ISFOG 2015.ISBN 978-1-138-02848-7.

5 Jostad, H.P., Torgersrud, Ø., Engin, H.K., Hofstede, H. (2015).使用循环应变等高线图计算带裙座自升式地基

固定性的有限元程序。英国伦敦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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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循环累积 PLAXIS 2D

应力-应变曲线

此选项卡旨在针对给定的（计算）Neq 和给定的循环平均剪应力比（此处取暴雨期间循环荷载和平均竖向荷

载之间的比值）获得非线性应力-应变曲线。

1. 转至应力-应变曲线选项卡。

2. 保留从循环累积的缺省选项，用于确定 Neq。采用前一个表中计算的等效循环次数。

3. 保留土体特性为各向异性，并且比例因子，DSS 和比例因子 TX 为 1。
注释:

• 循环强度可根据可用土体与循环强度的比进行缩放。
• 如果土体的塑性指数和/或含水量不同于 Drammen 黏土，则可通过应用不同于 1 的比例因子来缩放

循环强度（请参见 Andersen, 2015 6 获取详细信息）。

4. 将描述应力路径倾角的 DSS、三轴压缩和三轴拉伸的循环与平均剪应力的比设置为适当值。在此示例中，

选择以下输入值以获得失效时的应变兼容性，即不同应力路径在失效时的相同循环和平均剪切应变。

a. cyclic to average ratio for DSS (Δτcyc/Δτa)DSS = 1.1,
b. triaxial compression (Δτcyc/Δτa)TXC = 1.3 and
c. extension (Δτcyc/Δτa)TXE = -6.3

5. Select the load type as, Total load for this first material.
DSS 和三轴等高线图与循环平均比描述的应力路径共同绘制（图 140(第 149 页)）。请注意，将对剪切应

力相对于压缩时的静态不排水剪切强度进行标准化。在等高线图下方绘制提取的应力-应变曲线。

6. 单击计算，在等高线图下方生成相应的标准化应力-应变曲线。要查看结果，请参见图 140(第 149 页)。

6 Andersen, K.H.(2015).近海地基设计的循环土体参数，ISSMGE McClelland 近海岩土工程前沿讲座 III。
Meyer (Ed).Tay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ISFOG 2015.ISBN978-1-138-02848-7.

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PLAXIS 148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图 140: 总荷载的应力-应变曲线

参数优化

优化的目的在于获得 UDCAM-S 模型的一组参数。

The parameter ranges and the results you will see after the optimisation are shown in Table 24(第 149 页):
表 24: 优化后的参数范围和结果

参数 名称
小
值

大值 优化值 单位

三轴压缩失效时初始剪切弹性
模量与降低的剪切强度的比

Gur / τC 400.0 480.0 420.4 -

三轴压缩失效时的剪切应变 γf
C 6.0 8.0 6.431 %

三轴拉伸失效时的剪切应变 γf
E 5.0 8.0 7.873 %

直接简单剪切失效时的剪切应
变

γf
DSS 8.0 12.0 11.97 %

循环压缩剪强度与不排水静态
压缩剪切强度的比

τC / Su
C 1.14 1.16 1.152 -

循环 DSS 剪切强度与不排水静

态压缩剪切强度的比
τDSS / Su

C 0.89 0.91 0.9051 -

循环拉伸剪且强度与不排水静
态压缩剪切强度的比

τE / Su
C 0.62 0.64 0.6208 -

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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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称
小
值

大值 优化值 单位

三轴压缩试验失效时的参考降
低剪切强度

τC
ref - - 149.7 -

参考深度 yref - - 0.000 m

三轴压缩试验失效时的降低剪
切强度随深度增加

τC
inc - - 0.000 kN/m2/

m

三轴拉伸试验失效时的降低剪
切强度与三轴压缩试验的降低
剪切强度的比

τE / τC - - 0.5389 -

相对于降低的 TXC 剪切强度的

剪切强度初始调用
τ0 / τC - - 2.332E-3 -

直接简单剪切试验失效时的降
低剪切强度与三轴压缩试验的
降低剪切强度的比

τDSS / τC - - 0.7858 -

使用以下步骤计算优化值。

1. 单击参数优化选项卡。
2. 在静态属性中输入黏土参数。将 suCref 设置为 130.0，将 K0 确定设置为手动，并将 K0 设置为 1.0。
3. 为表 24(第 149 页)中列出的参数建议 大值和 小值。

注释:

In the optimisation, set minimum and maximum values of τC / SuC, τDSS / SuC, and τE / SuC close to the
results from the strain interpolation if one wants to keep these values.
通过将 Gmax 除以土体属性得出的结果 (τC / SuC) · SuC，来计算 Gmax / τC。

设置接近此值的 大值和 小值。

4. 单击计算获得优化后的参数（图 141(第 151 页) 和表 24(第 149 页)中的列优化值）。

数秒后，优化值将显示在参数范围表的相应列中。 Based on these values, the optimised parameters are
calculated and listed in the right-hand side of the table as shown in Figure 141(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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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总荷载的优化参数

以 UDCAM-S 模型使用优化参数进行试验建模得到的结果应力-应变曲线与等高线图中的目标点共同显

示。
5. 计算完成后，保存循环累积和优化工具的应用状态。保存的数据将用于创建其他材料。要保存应用状

态，请按下窗口顶部的保存按钮 。将状态保存为文件名 optimised_total.json。
6. 复制优化的材料参数：按下复制参数按钮，并返回至描述材料的 Soil-UDCAM-S 窗口。

7.
单击粘贴材料按钮 。

The values in the Mechanical tab are replaced with the new values as shown in Figure 142(第 152 页) .

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PLAXIS 151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图 142: 将参数复制到黏土总材质中

8. 转至初始选项卡，并将 K0 确定设置为手动，将 K0 设置为 1，选中 K0,x = K0,z（缺省值）并将 K0,x 设置

为 1。
9. 单击确定，关闭已创建的材料。

10. 将黏土-总荷载材料分配给钻孔中的土层。

10.5.2 材料：黏土-循环荷载

为第二种黏土创建材料。将重用来自黏土-总荷载材料的某些信息。但是，必须根据其他条件重新计算优化

参数。

The parameter ranges and the results you will see after the optimisation are shown in Table 25(第 152 页):
表 25: 优化后的参数范围和结果

参数 名称 小值 大值 优化值 单位

三轴压缩失效时初始剪切弹性模量与
降低的剪切强度的比

Gmax / τC 700.0 800.0 703.2 -

三轴压缩失效时的剪切应变 γf
C 1.0 3.0 2.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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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称 小值 大值 优化值 单位

三轴拉伸失效时的剪切应变 γf
E 1.0 3.0 2.699 %

直接简单剪切失效时的剪切应变 γf
DSS 1.0 3.0 2.946 %

循环压缩剪强度与不排水静态压缩剪
切强度的比

τC / Su
C 0.66 0.67 0.6667 -

循环 DSS 剪切强度与不排水静态压缩

剪切强度的比
τDSS / Su

C 0.47 0.49 0.4787 -

循环拉伸剪且强度与不排水静态压缩
剪切强度的比

τE / Su
C 0.57 0.59 0.5790 -

三轴压缩试验失效时的参考降低剪切
强度

τC
ref - - 86.67 -

参考深度 yref - - 0.000 m

三轴压缩试验失效时的降低剪切强度
随深度增加

τC
inc - - 0.000 kN/m2/m

三轴拉伸试验失效时的降低剪切强度
与三轴压缩试验的降低剪切强度的比

τE / τC - - 0.8684 -

相对于降低的 TXC 剪切强度的剪切强

度初始调用
τ0 / τC - - 0.000 -

直接简单剪切试验失效时的降低剪切
强度与三轴压缩试验的降低剪切强度
的比

τDSS / τC - - 0.7181 -

使用以下步骤计算优化值。

1. 复制黏土-总荷载材料。

2. 输入黏土-循课荷课作为标识。

3. Go to the Mechanical tab.
与第一种材料一样，此参数也将使用循环累积和优化工具确定。

4. Click the Cyclic accumulation and optimisation tool button on the Mechanical tab to open the tool.
5.

单击打开文件按钮 ，然后选择在优化第一种材料之后保存的应用状态 optimised_total.json。
所有选项卡都将填写数据。

6. Leave the Cyclic accumulation tab as it is.
7. 转至应力-应变曲线选项卡，将荷载类型设置为循环荷载。

8. 按下计算，并完成计算。
The stress-strain curves are shown in Figure 143(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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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循环荷载的应力-应变曲线

9. 转至参数优化选项卡。接受有关重置优化选项卡以获取更新值的通知。
10. 确保将 suCref 设置为 130.0，并将 K0 确定设置为自动。

11. 修改参数范围的 大值和 小值，该值请参见表 25(第 152 页)。
12. 单击计算，获得优化参数。

The optimised parameters are shown in the Figure 144(第 155 页) and are also listed in the column
'Optimised value' in Table 25(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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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循环荷载的优化参数

13. 将应用状态保存为文件名 optimised_cyclic.json。
14. 复制优化的材料参数：单击复制参数按钮并返回至 Soil-UDCAM-S 窗口。

15.
单击粘贴材料按钮 。
The values in the Mechanical tab are replaced with the new values.

16. 单击确定，关闭已创建的材料。

10.5.3 材料：混凝土

为混凝土地基创建新材料。

1. 选择土体和界面作为材料集类型，并单击新建按钮。
2. Enter Concrete footing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select Linear elastic as the Soil model.
3. 将排水类型设置为非多孔。
4. Enter the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

a. 单位重量为 24 kN/m3，
b. Young's modulus of 30x106 kN/m2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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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泊松比为 0.1。
5. 单击确定，关闭已创建的材料。
6. 单击确定，关闭材料集窗口。

10.6 定义结构元素

必须定义混凝土地基和界面。

10.6.1 定义混凝土地基

1. 单击结构选项卡，然后在结构模型中输入结构元素。
2. 在边栏中选择创建土体多边形功能，然后单击 (0.0, 0.0)、 (11.0, 0.0)、(11.0, -1.0) 和 (0.0, -1.0).

注释: 不要将混凝土承台材料分配给多边形。

10.6.2 定义界面

创建一个界面，为地基和周围土体的交互作用建模。将界面延伸至土体中半米处。确保界面位于承台外侧
（土体内部）。将分两部分创建界面：

1. 单击创建界面，从 (11.0, -1.0) 到 (11.0, 0.0)，创建其上部，图 146(第 157 页)。
2. 单击创建界面，从 (11.0, -1.5) 到 (11.0, -1.0)，创建其下部（地基和土体之间），图 146(第 157 页)。
3. 上部界面（地基和土体之间）的建模强度折减 30％。

a. 复制黏土-总荷载材料并将其命名为黏土-课荷课-界面 。
b. Reduce the interface strength by setting Rinter to 0.3 as shown in Figure 145(第 156 页) and

 

圆形水下承台的循环竖向承载力和刚度 [ADV]
定义结构元素

PLAXIS 156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图 145: Clay-Total load interface

c. Assign this to the upper part of the interface.
4. 对于阶段 3（计算竖向循环刚度），需要另一种强度折减材料。

a. 复制黏土-循环荷载材料，并将其命名为黏土-循课荷课-界面。

b. 将 Rinter 设置为 0.3，以折减截面强度。

c. 不要对其进行分配。将在阶段 3 进行分配。

5. 对延伸至土体中的界面材料应用全土体强度 (Rinter = 1.0)，如原始黏土材料黏土-总荷载中的隐式定义。

保留材料模式缺省设置：从相邻土体。 The geometry of the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146(第 157 页):

图 146: 模型的几何图形

10.6.3 定义竖向荷载

要计算循环竖向性能和刚度，请在地基顶部应用竖向荷载。

1. 选择创建线荷载并单击 (0.0, 0.0) 和 (11.0, 0.0) 定义分散荷载。

2. 在选择浏览器中将 qy,start,ref 值设置为 -1000 kN/m/m。

10.7 生成网格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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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边栏中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对于元素分布参数，请使用中选项（缺省）。

3.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as shown in Figure 147(第 158 页).

图 147: 生成的网格

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10.8 定义并执行计算

计算包含以下阶段：

• 在初始阶段，通过 K0 过程使用缺省值生成初始应力条件。

• 在第 1 阶段，通过将混凝土材料分配到相应的多边形来激活承台。同时激活界面。

• 在第 2 阶段，计算总竖向循环承载力和刚度。

• 在第 3 阶段，计算竖向循环承载力和刚度。

10.8.1 初始阶段

1. Proceed to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
2.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初始阶段
3. 确保已将计算类型设置为 K0 程序。

4.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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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第 1 阶段：承台和界面激活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阶段 1 从初始阶段开始。

3. 将混凝土承台材料分配给相应的多边形，可激活承台。
4. 以及激活界面。

10.8.3 Phase 2: Cyclic Vertical Bearing capacity and stiffness

在第 2 阶段，计算总竖向循环承载力和刚度。可通过增加竖向荷载（应力）直至失效获得竖向承载力。刚

度计算由力除以位移得出。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阶段 2 从阶段 1 开始。

3. 在阶段窗口中，打开变形控制参数子树，选择将位移重置为零选项并重置小应变。
4. 激活线荷载。

10.8.4 第 3 阶段：计算竖向循环刚度

在阶段 3（仍从阶段 1 开始），激活黏土-循环荷载材料，可计算竖向循环刚度。可通过增加竖向荷载（应

力）直至失效获得竖向承载力。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将起始阶段设置为阶段 1。
3. 转至变形控制参数子树，选择将位移重置为零选项并重置小应变。关闭此窗口。
4. 用黏土-循环荷载替换土体材料。

5. 为界面的上部分配黏土-循环荷载-界面材料。界面下部的材料模式仍为从相邻土体。

6. Make sure the line is activated.
计算定义已完成。

10.8.5 执行计算

在开始计算之前，建议选择节点或应力点，以稍后生成荷载-位移曲线或应力-应变图。

要进行此操作，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边栏中单击为曲线选择点按钮 。

连接图将在输出程序中显示，选择点窗口将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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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承台底部选择一个节点 (0.0, 0.0)。关闭选择点窗口。

3. 单击更新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并返回至输入程序。
4.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10.9 结果

10.9.1 总荷载竖向循环承载力

应用的竖向应力（荷载）：qy = -1000kN/m2

Failure at: qy = 720kN/m2(Figure 148(第 160 页))
Total vertical bearing capacity: Vcap = qy · Area = 720 kN/m2 · π · (11m)2 = 273.7MN

图 148: Total displacement vs ΣMstage

注释:

The load-displacement curve as a function of qy can be generated using a spreadsheet software with the data
of the ΣMstage-displacement curve by step (also called load-displacement curve).
Take into account that for PLAXIS a distributed load qy in any calculation step can be defined as:
qactive=qphase.start+ΣMstage(qphase.end-qphase.start)
其中：

• qphase.start is the load value at the start of the phase (or actually the load value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phase).

• qphase.end is the desired load value at the end of the current phase, i.e. the defined value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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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for this tutorial qphase.start =0 then qactive=ΣMstage x qphase.end
Procedure:

1. From the Output program go to Curves manager and obtain the ΣMstage-displacement curve.
2. Click on the  icon. Copy the |u| vs ΣMstage values for all steps and paste them on the spreadsheet.

Ensure that the values and their units pasted are consistent with PLAXIS output.
3. Multiply each value of the ΣMstage column with the value of qphase.end. For this example, qphase.end is equal

to the defined vertical load of 1000KN.
4. Graph |u| vs qy.

对比之下，静态竖向承载力（使用静态不排水剪切强度）为 228.1MN。竖向承载力较大的原因在于，与标

准单调实验室测试获得的值相比，波浪荷载期间的较高应变率导致剪切强度提高，而且这种影响大于暴雨
期间的循环退化。

10.9.2 循环荷载竖向循环承载力

应用的竖向应力（荷载）：qy = -1000kN/m2

失效时间：qy = 458.1kN/m2（图 149(第 161 页)）
总竖向承载力

Vcap = qy · 面积 = 458.1kN/m2 · π ·（11 米）2 = 174.14MN

图 149: Total displacement vs ΣMstage curve for cyclic load

10.9.3 竖向刚度

总分量和循环分量的竖向刚度（将循环荷载计算在内）的计算方法为 ky = Fy / uy。总竖向位移包括暴雨期

间积累的竖向位移。 Load versus stiffness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150(第 162 页):

注释: To construct the vertical load vs vertical stiffness graph, use the values of the load displacement curve
(|u| vs qy) and operate Fy for each step, take into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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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 = qy x Areafooting.
• For this example, uy is equal to |u|.

图 150: 总荷载分量和循环荷载分量竖向荷载与刚度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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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流经路堤的水流 [ULT]

在本章中，将考虑流经路堤的水流。水流从左侧（河流）流向右侧（围垦地）。因此，路堤右侧会出现渗
漏。潜水位的位置取决于河流水位，而河流水位会随着时间变化。

目标：

• 进行仅渗流分析
• 使用横截面曲线

几何图形

Figure 151(第 163 页) shows the layout of the embankment problem where free surface groundwater flow
occurs. 堤顶宽度为 2.0 米。初始河水水位为 1.5 米深。河流和围垦地之间的水位差为 3.5 米。

2 米 6 米 2 米

3 米

3 米

10 米 3 米

5 米

1 米

y

x

图 151: 工程几何图形

11.1 创建新项目

要创建新项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开启输入程序并从快速选择对话框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在模型页面中，保留模型（平面应变）和元素（15 节点）的缺省选项。

4. 将模型尺寸设置为： xmin = 0 m、xmax = 23 m、ymin = 0 m 和 ymax = 6 m
5. 保留单位、常量和通用参数的缺省值，并单击确定。

项目属性窗口关闭。

PLAXIS 163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11.2 定义土壤地层学

A number of boreholes has to be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in Table 26(第 164 页).
表 26: 模型中的钻孔信息

钻孔数量 位置 (x) 水头 顶部 底部

1 2 4.5 3 0
2 8 4.5 6 0
3 10 4.0 6 0
4 20 1.0 1 0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2 处创建钻孔。

将弹出修改土层窗口。
2. 指定水头值为 4.5。
3. 在钻孔中添加一个土层。将 顶层设置为 3。不需要改变土层的底部边界。

4. 根据表 26(第 164 页)中提供的信息，创建其余所需的钻孔。

11.3 创建并分配材料数据集

需要为土层创建一个材料数据集。

The sand layer ha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as shown in Table 27(第 164 页) .
表 27: 路堤材料（砂土）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砂土 单位

常规

材料模型 - 线弹性 -

排水类型 -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20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0 kN/m3

机械设备

杨氏模量 E'ref 10·103 kN/m2

泊松比 ν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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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分类标准 - 标准 -

土体分类 - 中等细 -

渗流参数 - 使用缺省值 - 从数据集 -

水平渗透率 kx 0.02272 米/天

垂直渗透率 ky 0.02272 米/天

要创建材料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根据上表定义土体材料，并将材料数据集分配至类组。跳过界面和初始页面，，因为这些参数不相

关。
2. 将材料分配到土体类组后，关闭修改土层窗口。

11.4 生成网格

1. 进入网格模式。
2. Select the two lines that form the left hand side slope and river bed as shown in Figure 152(第 165 页) .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specify a Coarseness factor of 0.5.

图 152: Selection of left hand side of slope

3. 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以生成网格。

将显示网格选项窗口。
4. 选择元素分布下拉菜单中的细选项，然后生成网格。
5.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as shown in Figure 153(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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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生成的网格

6.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11.5 定义并执行计算

在本项目中，仅分析渗流相关行为。计算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将在分步施工模式中进行定义。在初始阶段，
计算出稳态地下水渗流以得出平均河流水位。在第 1 阶段，计算出瞬态地下水渗流以得出水位的谐波变化。

第 2 阶段的计算与第 1 阶段类似，但阶段更长。

单击分步施工选项卡进入相应的模式。根据为每个钻孔规定的水头值（表 26 (第 164 页)）自动创建全局水

位。 The model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is shown in Figure 154(第 166 页) .

图 154: The model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注释: 注意，全局水位中的“内部”部分将由地下水渗流计算结果所取代。

11.5.1 初始阶段

1. 双击阶段浏览器中的初始阶段。
2. 在常规子树中，选择仅水流选项，作为计算类型。
3. 其余参数的缺省值对该阶段有效。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4.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模型条件子树。
5. 在模型条件中，展开地下水渗流子树。缺省边界条件与初始阶段相关。 Confirm that only the bottom

boundary is closed. The expanded groundwater flow boundary conditions is shown in Figure 155(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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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 初始阶段地下水渗流的边界条件

6.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地下水渗流边界条件子树。模型末端的边界条件由程序自动创建，并在地下水渗
流边界条件下列出。

注释: 请注意，当地下水渗流边界条件子树下的边界条件处于激活状态时，忽略地下水渗流中指定的模

型条件。

11.5.2 Phase 1-Transient ground water flow analysis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当前阶段。
3. 在常规子树中，选择瞬变地下水渗流选项，作为孔隙压力计算类型。
4. 将时间间隔设置为 1 天。

5. 在数字控制参数子树中，将 大存储步数参数设置为 50。将使用剩余参数的缺省值。

6.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7. 单击侧工具栏中的选择多个对象按钮 。

8.  单击选择线 > 选择水边界。

9. Select the hydraulic boundaries as shown in Figure 156(第 167 页).

图 156: Selected hydraulic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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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右键并单击激活。
11. 在选择浏览器中，将行为参数设置为水头。
12. 将 href 设置为 4.5 m。

13. 选择时间相关性下拉菜单中的时间相关选项。
14. 单击水头函数参数。
15. 单击添加按钮 ，添加新的水头函数。

16. 在水流函数窗口中，选择信号下拉菜单中的谐波选项。将振幅设置为 1 m，相位角为 0°，期间为 1 天。

The flow function for the rapid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157(第 168 页).

图 157: 快速情况下的水流函数

17. 单击确定，关闭水流函数窗口。

11.5.3 Phase 2-Long term groundwater flow analysis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当前阶段。
3. 在常规子树中，选择起始阶段下拉菜单中的初始阶段。
4. 选择瞬变地下水渗流选项，作为孔隙压力计算类型。
5. 将时间间隔设置为 10.0 天。

6. 在数字控制参数子树中，将 大存储步数参数设置为 50。将使用剩余参数的缺省值。

7.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8. 确保选择与第 1 阶段相同的边界。

9. 在选择浏览器中，单击水头函数参数。
10. 单击添加按钮 ，添加新的水头函数。

11. 在水流函数窗口中，选择信号下拉菜单中的谐波选项。 Set the amplitude to 1 m, the phase angle to 0°
and the period to 10 day as shown in Figure 158(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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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 慢速情况下的水流函数

12. 单击确定，关闭水流函数窗口。

11.5.4 执行计算

若要选择曲线中需要考虑的点：

1.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下，单击侧工具栏中的选择曲线的点按钮 。

“输出”程序中显示了连通性图。

2. 在选择点窗口中，选择在曲线中需要考虑的、距离 (0 3) 和 (8 2.5) 近的节点。

3. 单击更新，关闭输出程序。
4.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5.  计算完成后保存项目。

11.6 结果

在输出程序中，创建动画工具可用于以动画展示输出程序中显示的结果。若要创建动画，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单击菜单应力 > 孔压 > 地下水水头。

2. 选择菜单文件 > 创建动画。相应的窗口弹出。

3. 定义动画文件的名称和存储位置。在缺省情况下，程序根据项目进行命名并存储在项目文件夹中。可以
用同样的方式创建动画来比较孔压或渗流场的发展。

4. 取消选择初始阶段和第 2 阶段，使动画中仅包含第 1 阶段，并相应地对动画进行重命名。 The Create
animation window is shown in Figure 159(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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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 创建动画窗口

在横截面中查看结果：

1. 单击侧边工具栏中的横截面按钮 。

横截面点窗口会弹出，可以定义横截面的起点和终点。

通过点 (2.0 3.0) 和 (20.0 1.0) 绘制横截面。横截面中的结果在新窗口中显示。

2. 在横截面视图中，选择应力 > 孔压 > p 主动菜单。

3. Click the Tools menu and select the Cross section curves option  . 在曲线窗口弹出后，选择菜单选择

样式 > 各个步骤。

4. 选择第 1 阶段。 The variation of the results in the cross section is displayed in a new window as shown
in Figure 160(第 171 页).

5. 针对第 2 阶段进行相同操作。 This may take about 30 seconds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161(第 171 页).
6. 在一个特定的横截面上，可以比较因谐波变化的不同时间间隔造成的结果变化，参见下图。

可以看出，外部水位变化越慢，对路堤和较长距离的孔压的影响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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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0: 第 1 阶段横截面上的主动孔压变化

图 161: 第 2 阶段横截面上的主动孔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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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田含水率 [ULT]

本教程演示了 PLAXIS 2D 对农业问题的适用性。马铃薯田教程涉及在砂土基础上的壤土层。沟渠中的水位

保持不变。降水量和蒸发量可能因日常天气条件而变化。计算的目的是预测时间相关的边界条件下壤土层
含水率随时间的变化。

目标：

• 定义降水

几何图形

Due to the symmetry of the problem, it is sufficient to simulate a strip with a width of 15.0 m, as indicated in 
Figure 162(第 173 页). 壤土层厚 2.0 米，砂土层深 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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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马铃薯田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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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创建新项目

要创建新项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开启输入程序并从快速选择对话框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在模型页面中，保留模型（平面应变）和元素（15 节点）的缺省选项。

4. 将模型尺寸设置为：xmin = 0 m、xmax = 15 m、ymin = 0 m 和 ymax = 5 m。

5. 保留单位、常量和通用参数的缺省值，并按确定。
项目属性窗口关闭。

12.2 定义土壤地层学

由于模型的几何形状，应该更改捕捉的选项。

1. Click the Snapping options button  in the bottom toolbar and snapping window appears as shown in 
Figure 163(第 174 页).

图 163: 修改捕捉间隔数

2. 在出现的窗口中，将捕捉间隔数设置为 100。
3. Click OK to close the Snapping window.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4.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分别在 x = 0.75 和 x = 2 处创建两个钻孔。

5. 在修改土层窗口中添加两个土层。
6. 在第一个钻孔中，将 上面的土层设置为顶部 = 3.75，底部 = 3。将 下面的土层设置为底部 = 0。
7. 在第二个钻孔中，将 上面的土层设置为顶部 = 5，底部 = 3。将 下面的土层设置为底部 = 0。
8. 对于这两个钻孔，水头都位于 y = 4.25 处。

Figure 164(第 175 页) shows the soil stratigraphy defined in the Modify soil layers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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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 修改土层窗口中的土壤地层学

12.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需要为土层创建两个材料数据集。

这些层有以下属性：

表 28: 材料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壤土 砂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模型 线弹性 线弹性 -

排水类型 类型 排水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9 20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19 20 kN/m3

机械设备

刚度 E' ref 1·103 10·103 kN/m2

泊松比 ν 0.3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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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分类标准 类型 Staring Staring -

SWCC 拟合方法 -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

下层土/上层土 - 表层土 下层土 -

土体分类 - 亚黏土 (B9) 壤质砂土 (O2) -

渗流参数 - 使用缺省值 - 从数据集 从数据集 -

水平方向渗透率 kx 0.01538 0.1270 米/天

垂直方向渗透率 ky 0.01538 0.1270 米/天

要创建材料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根据表 28(第 175 页)创建材料数据集。

2. 将材料数据集分配至模型中的相应类组中。

12.4 生成网格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2. Multi-select the line segments composing the upper boundary of the model as shown in Figure 165(第

176 页).

图 165: 模型上边界

3. 在选择浏览器中，将粗糙度系数参数设置为 0.5。
4. 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以生成网格。元素分布参数（中）使用缺省选项。

5.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166(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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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6: 生成的网格

6.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12.5 定义并执行计算

计算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在初始阶段，将计算稳态下的地下水流。在阶段 1 中，已计算瞬态地下水流。

12.5.1 初始阶段

1. Proceed to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 在此项目中，将只进行地下水渗流分析。

2. 在阶段窗口中，选择仅水流选项，作为常规子树中的计算类型。
3. 其余参数的缺省值对该阶段有效。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4.  右击模型底部边界，然后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激活选项。

5.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select the Head option in the Behaviour drop-down menu and set href to 3.0
as shown in Figure 167(第 177 页).

图 167: Initial phase with ground water flow base

6.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模型条件子树。
7. 展开地下水渗流子树。将边界 X 小值和边界 X 大值设置为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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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开水子树。将钻孔水位分配至全局水位。

注释: 请注意，要将明确分配至地下水渗流边界的条件考虑在内。在本教程中，将为模型的底部边界考

虑指定的水头，而不是模型条件下地下水渗流子树中指定的封闭条件。

12.5.2 瞬变阶段

在瞬变阶段，定义了降水的时间相关变化。

A discharge function with the following precipitation data will be defined as shown in Table 29(第 178 页).
表 29: 降水数据

ID 时间 [天] Δ 排水 [m3/天/m]

1 0 0
2 1 0.01
3 2 0.03
4 3 0
5 4 -0.02
6 5 0
7 6 0.01
8 7 0.01
9 8 0

10 9 -0.02
11 10 -0.02
12 11 -0.02
13 12 -0.01
14 13 -0.01
15 14 0
16 15 0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的常规子树中，选择瞬变地下水渗流，作为孔隙压力计算类型。
3. 将时间间隔设置为 15 天。

4. 在数字控制参数子树中，将 大存储步数设置为 250。将使用剩余参数的缺省值。

5.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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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要定义降水数据，应定义一个排水函数。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特性库子树。
7. 右击水流函数，并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编辑选项。这将弹出水流函数窗口。
8. 在排水函数页面中添加新功能。
9. 为该函数指定一个名称，并在信号下拉菜单中选择表选项。

10. 单击添加行按钮，在表中引入新行。 Complete the data using the values given in Table 29(第 178 页).
Figure 168(第 179 页) shows the defined function for precipitation.

图 168: 显示降水数据和图的水流函数窗口

11. Close the windows by clicking OK.
12.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模型条件下的降水子树，并激活。排水 (q) 和条件参数（ψmin = -1.0 m 且 ψmax =

0.1m）的缺省值有效。

13. 对于降水，在相应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时间相关选项，并分配定义的函数。
14. In the Model explorer set DischargeFunction_1 under Discharge function as shown in Figure 169(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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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9: “模型浏览器”中的降水

注释: 降水为负值则表示蒸发。

12.5.3 执行计算

1. Click the Calculate button  , ignore the feedback and continue to calculate the project. .
2.  计算完成后保存项目。

12.6 结果

计算的重点是马铃薯田时间相关的饱和度。

要查看结果，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菜单应力 > 地下水流 > 饱和度。

2. 双击图例。

将弹出图例设置窗口。 Define the settings as shown in Figure 170(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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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 设置的值

3. Figure 171(第 181 页) show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aturation for the last time step.

图 171: 第 15 天的饱和度场

4. 创建瞬态阶段的动画，以便更好地显示结果。
5. 还可以在 x=4 米处创建一个竖向横截面，并为孔隙压力和饱和度绘制横截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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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骤降情况下水坝的稳定性 [ULT]

本示例涉及蓄水池水坝在水位下降条件下的稳定性。蓄水池水位的快速下降可能会导致水坝不稳定，因为
水坝内部存在高孔隙水压。将使用有限元方法分析此此类情况，需要进行流固耦合分析。时间相关的孔隙
压力与变形发展耦合，并用于稳定性分析。此示例演示了在 PLAXIS 2D 中交互执行耦合分析和稳定性分析

的方法。

目标：

• Defining time-dependent hydraulic conditions (Flow functions).
• Defining transient flow conditions using water levels.
几何图形

拟水坝高度为 30 米，底部宽度为 172.5 米，顶部宽度为 5 米。水坝由黏土芯构成，两侧具有高等级填料。

水坝后方正常水位为 25 米。假设水位下降 20 米的情况。则水坝右侧的正常潜水位低于地面 10 米。 The
geometry of the dam is shown in Figure 172(第 182 页).

图 172: 工程几何图形

13.1 创建新项目

若要创建新项目，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启动输入程序，然后从快速启动对话框中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保留缺省单元和常量，并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130 米，xmax = 130 米，ymin = -30 米以及 ymax = 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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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定义土壤地层学

要定义基本地基土体，需要增加钻孔，并且必须指定材料属性。在模型中，将一层 30 米的超固结粉砂作为

下层土。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将弹出修改土层窗口。
2. 添加从地表面 (y=0) 延伸至 30 米深度 (y=-30) 的土层。

13.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需要为土层创建三个材料数据集。

The layers have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as shown in Table 30(第 183 页):
表 30: 水坝和下层土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芯数 填充 下层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模型 摩尔-库伦 摩尔-库伦 摩尔-库伦 -

排水类型 类型 不排水 (B) 排水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6 16 17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18 20 21 kN/m3

机械设备

杨氏模量 E' ref 1.5·103 20·103 50·103 kN/m2

泊松比 ν 0.35 0.33 0.3 -

粘聚力 c'ref - 5 1 kN/m2

杨氏弹性模量增量 E'inc 300 - - kN/m2
/m

不排水剪切强度 su,ref 5 - - kN/m2

摩擦角 φ' - 31 35 度

剪胀角 ψ - 1 5 度

不排水剪切强度增量 su,inc 3.0 - - kN/m3

参考层 yref 30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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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分类标准 - Hypres Hypres Hypres -

SWCC 拟合方法 -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Van
Genuchten -

下层土/上层土 - 下层土 下层土 下层土 -
Soil class(standard) - 超细 粗糙 粗糙 -

渗流参数 - 使用缺省值 无 无 无 -

水平渗透率 kx 0.1·10-3 1.00 0.01 米/天

垂直渗透率 ky 0.1·10-3 1.00 0.01 米/天

要创建材料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材料集窗口。

2. 根据表 30(第 183 页)给出的信息，在土体和界面材料集类型下创建数据集。请注意， 热、界面和初始标

签页不相关（不使用热属性、界面或 K0 过程）。

3. 为钻孔中的土层指定下层土材料数据集。

13.4 定义水坝

The dam will be defined in the Structures mode.
要用鼠标绘制水坝，必须减小捕捉到网格的距离。缺省情况下，此距离为 1 米，但在此教程中，此距离应

为 0.5 米。要更改捕捉到网格的距离，请选择绘图区域下方的捕捉选项按钮 。间距定义两个轴网点之间

的距离，间隔定义两个轴网点之间捕捉到网格的间距量。为了使捕捉到网格的距离为 0.5 米，可以将间距设

置为 0.5 米，将间隔保留为 1，也可以将间距保留为 1 米，将间隔量设置为 2。
1.

单击多边形按钮 ，通过位于 (-80 0)、(92.5 0)、(2.5 30) 和 (-2.5 30) 的点定义多边形。

2. 单击剪切多边形按钮 ，在水坝中创建子类组。定义从 (-10 0) 到 (-2.5 30) 和从 (10 0) 到 (2.5 30) 的两

条剪切线。
3. 为土体类组指定相应的材料数据集。

13.5 生成网格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
2. 在边栏中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单元分布参数使用精细选项。

3.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173(第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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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生成的网格

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13.6 定义并执行计算

将讨论以下情况：

• A long term situation with water level at 25m.
• A quick drop of the water level from 25 to 5m.
• A slow drop of the water from 25 to 5m.
• A long term situation with water level at 5m.
除初始阶段外，计算还包括八个阶段。在初始阶段，使用重力荷载计算水坝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初始应力和
初始孔隙水压力。在此情况下，使用稳态地下水流计算水压分布。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从初始阶段开始
（即，蓄水池水位为 25 米时的水坝），水位降至 5 米。完成此阶段的时间间隔有所不同（即，水位下降速度

不同；快速下降和慢速下降）。两种情况下，水压分布均采用流固耦合分析进行计算。第三个计算阶段也从
初始阶段开始，并考虑水坝在蓄水池长期处于 5 米低水位的行为，采用稳态地下水流计算来计算水压分布。

后，针对所有的水压情况，采用 phi-c 折减法计算水坝的安全系数。

请注意，将仅为不同的计算阶段定义水条件。模型不需要更改几何图形。 Water levels can be defined in the
Flow conditions mode.

13.6.1 初始阶段：水坝构造和高蓄水池

缺省情况下，初始阶段将添加到阶段浏览器中。

1. Proceed to the Flow conditions mode by clicking the corresponding tab.
2. 激活填充和核心。
3.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 初始阶段。

显示阶段窗口。
4. 在常规子树中指定阶段名称（例如，高蓄水池）。
5.

选择重力荷载选项 作为计算类型。

6.
选择稳态地下水渗流选项 作为孔压计算类型。

7. 取消选中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的忽略吸力选项。

注释: 请注意，在此练习中将进行流固耦合分析，此类分析总是考虑非饱和区域的吸力。因此，建议在

进行流固耦合分析（如本教程中的初始阶段）之前的计算阶段也要考虑吸力，以避免在有吸力和无吸力
的阶段之间发生变化时产生土体应力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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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ases window after putting all the parameters is shown in Figure 174(第 186 页):

图 174: 阶段窗口

8.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注释: 请注意，在缺省情况下，对于重力荷载计算类型，忽略不排水性能 (A) 和 (B)。相应的选项在阶段

窗口中的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可以找到

9.
在水位下降之前，确定与蓄水池水位相对应的水位。水位由四个点组成：从 左侧地表面以上 25 米

处开始 (-132 25)；第二个点正好在水坝内部 25 米高度 (-10 25)；第三个点在坝趾附近 (93 -10) 处，第

四个点正好在右侧边界外地表面以下 10 米处 (132 -10)。
注释: 在定义几何图形时按住 Shift 键可以定义直线。

The defined water level is shown in Figure 175(第 186 页)

图 175: 蓄水池中的高水位

10. 在创建的水位上右键单击，然后在显示的菜单中选择全局化选项。
请注意，还可以在模型条件的水子树中的全局水位菜单中选择相应选项来指定全局水位。

11.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特性库。
12. 展开水位子树。在渗流条件模式中创建的水位归组在用户水位下。
13. 展开用户水位子树。

可以看到已创建的水位名为 UserWaterLevel_1。 The location of the water levels in Model explorer is
shown in Figure 176(第 187 页)

水位骤降情况下水坝的稳定性 [ULT]
定义并执行计算

PLAXIS 186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图 176: 模型浏览器中的水位

14. Double-click on the created water level and rename it as 'FullReservoir_steady'. 这是一个满足命名要求

的独特名称（没有无效字符）。
15. 展开模型条件子树。
16. 展开地下水渗流子树。

Note that by default the boundary at the bottom of the model is set to Closed shown in Figure 177(第
187 页). 这与本示例相关。

图 177: 模型浏览器中的地下水渗流边界条件

水位骤降情况下水坝的稳定性 [ULT]
定义并执行计算

PLAXIS 187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13.6.2 第 1 阶段：快速下降

在此阶段将考虑蓄水池水位快速下降。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新添加的阶段。
显示阶段窗口。

3. 在常规子树中指定阶段名称（例如，Rapid drawdown）。请注意，在起始阶段下拉菜单中将自动选择高

蓄水池阶段。
4.

选择流固耦合选项 作为计算类型。

5. 指定时间间隔参数值为 5 天。

6. 请确保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择了将位移重置为零和重置小应变选项。
7.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8. 由于水位的全局性质，如果为模型中的水位指定了某个属性，则该属性将在所有阶段影响该水位。此阶

段的水位与之前定义的水位具有相同的几何形状，但它与时间相关，需要为其指定函数。因此，需要创
建具有相同几何形状和不同属性的新水位。 In Model explorer right-click on FullReservoir_Steady and
select the Duplicate option in the appearing menu as shown in Figure 178(第 188 页).

将创建水位的副本。

 

 
图 178: Duplication of water level

9. 将新创建的水位重命名为 “FullReservoir_Rapid”。
可以通过指定流动函数来描述水位的行为。请注意，流动函数是全局实体，可以在模型浏览器中的属性
库下找到。

要定义流动函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模型浏览器中属性库中的流动函数选项上右键单击，然后在显示的菜单中选择编辑选项。将显示流
动函数窗口。

b. 在水头函数标签页中，单击相应的按钮添加新函数 。新函数将在列表中高亮显示，并显示定义函

数的选项。
c. 为快速下降的函数指定适当名称（例如，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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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从信号下拉菜单中选择线性选项。
e. 指定时间间隔为 5 天。

f. 为 Δ 水头 指定值为 -20 ，表示水头减少的量。

A graph is displayed showing the defined function in Figure 179(第 189 页).

图 179: 快速下降情况下的水流函数

g. 单击确定，关闭水流函数窗口。
10. 在模型浏览器中，右键单击 FullReservoir_Rapid ，然后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用作全局水位选项。

11. 展开 FullReservoir_Rapid 子树。请注意，水位由 3 个水位线段组成。选择上游路肩中的水位线段（水

坝左侧，蓄水池一侧）。
12. 展开选定线段的子树，然后为时间相关参数选择时间相关选项。
13. 为水头函数参数选择快速选项。

Figure 180(第 190 页) shows the selected water segment in Model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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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0: 下降水位线段属性

14. 在模型浏览器中模型条件下的水子树中，请注意，已为全局水位指定新水位 (FullReservoir\u Rapid)。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181(第 190 页).

图 181: 快速下降阶段的配置

请注意，上游路肩水位线段下方的阴影表示此阶段的水位变化。

13.6.3 第 2 阶段：慢速下降

在此阶段，蓄水池水位下降的速度较低。

1. 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高蓄水池阶段。
2.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3.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新添加的阶段。显示阶段窗口。
4. 在常规子树中指定阶段名称（例如，慢速下降）。起始阶段参数将自动选择高蓄水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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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流固耦合选项 作为计算类型。

6. 指定时间间隔参数值为 50 天。

7. 请确保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择了将位移重置为零和重置小应变选项。缺省情况下，忽略吸力选项处
于未选中状态。

8.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9. 创建一个新的高水位副本。新建立的水位将作为慢速下降阶段的全局水位。尽管此阶段的水位与先前

定义的水位具有相同的几何形状，但时间相关性的流动函数是不同的。
10. 将新创建的水位重命名为 “FullReservoir_Slow”。
11. 按照前一阶段描述的步骤添加新的流动函数。

a. 为慢速下降的函数指定适当名称（例如，慢速）。
b. 从信号下拉菜单中选择线性选项。
c. 指定时间间隔为 50 天。

d. 为 Δ 水头 指定值为 -20 ，表示水头减少的量。将显示一个显示已定义函数的图形。

e. Click OK to close the Flow functions window as shown in Figure 182(第 191 页).

图 182: 慢速下降情况下的水流函数

12. 在模型浏览器中右键单击 FullReservoir_Slow，然后在显示的菜单中选择用作全局水位选项。

13. 展开 FullReservoir_Slow 子树。选择上游路肩中的水位线段（水坝左侧，蓄水池一侧）。

在模型浏览器中选择的线段在模型中用红色表示。
14. 展开选定线段的子树，然后为时间相关参数选择时间相关选项。
15. 选择慢速选项作为水头函数参数。

在模型浏览器中模型条件下的水子树中，请注意，已为全局水位指定新水位 (FullReservoir_Slow)。

13.6.4 第 3 阶段：低水位

此阶段考虑低蓄水池水位的稳态情况。

1. 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高蓄水池阶段。
2.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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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新添加的阶段。
显示阶段窗口。

4. 在常规子树中指定阶段名称（例如，低水位）。起始阶段参数将自动选择高蓄水池阶段。
5.

确保选择塑料选项 作为计算类型。

6.
确保选择稳态地下水渗流选项 作为孔压计算类型

7. 在变形控制子树中，选择忽略 und. 行为 (A,B)，并确保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择了将位移重置为零和

重置小应变选项。
8. 取消选中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的忽略吸力选项。
9. 单击确定关闭阶段窗口。

10.
定义水位降低后与蓄水池水位相对应的水位。水位由四个点组成：从 左侧地表面以上 5 米处开始

(-132 5)；第二个点在水坝内部 5 米高度 (-60 5)；第三个点在 (93-10) 处，第四个点正好在右侧边界外

地表面以下 10 米处 (132-10)。
11. 将新创建的水位重命名为 “LowLevel_Steady”。
12. 在模型浏览器中模型条件下的水子树中，为全局水位 指定新水位 (LowLevel_Steady)。

图 183: 在水流条件模式下的低水位工况模型

All the defined water levels are shown in Figure 183(第 192 页).

13.6.5 第 4 阶段至第 7 阶段：安全分析

在阶段 4 至阶段 7 中，为前面的阶段定义了稳定性计算。

1. 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父阶段。
2.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继续并进入阶段窗口。

3. 将计算类型设置为安全 。

4. 在变形控制子树中，选择将位移重置为零。
5. 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中忽略吸力选项以进行所有安全分析。

注释: 在安全阶段考虑吸力会提供更高的安全系数，因此在安全阶段忽略吸力更为保守。在 PLAXIS 2D
的安全分析中，在确定安全系数之前，首先要解决由吸力变为无吸力所引起的不平衡问题。因此，在计
算的第一部分中 ΣMsf 可以减少。

6. The final view of the phases explorer window is shown in Figure 184(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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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阶段浏览器”的 终视图

13.6.6 执行计算

1. 进入分步施工模式。
2. 选择位于坝顶 (-2.5 30) 和坝趾 (-80 0) 的节点。

3.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并忽略安全分析中有关吸力影响的警告。

4.  计算完成后保存项目。

13.7 结果

根据孔隙压力分布进行四次地下水流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讨论四种不同情况：

• The steady-state situation with a high (standard) reservoir level is shown in Figure 185(第 193 页).

图 185: 高蓄水池水位的孔隙压力分布 (pactive)

• The por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fter rapid drawdown of the reservoir level is shown in Figure 186(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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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 快速下降后的孔隙压力分布 (pactive)

• The por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fter slow drawdown of the reservoir level is shown in Figure 187(第 194
页).

图 187: 慢速下降后的孔隙压力分布 (pactive)

• The steady-state situation with a low reservoir level is shown in Figure 188(第 194 页).

图 188: 低蓄水池水位的孔隙压力分布 (pactive)

注释:

核心网格精细化程度越高，潜水位越平滑。

在变形分析中考虑孔隙压力的变化时，水坝会产生额外变形。可根据前四个计算阶段的结果查看这些变形
和有效应力分布。本文着重研究了不同情况下水坝安全系数的变化。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ΣMsf
is plotted for the phases 4 to 7 as a function of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dam crest point (-2.5 30.0), see Figure
189(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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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9: 不同情况下的安全系数

蓄水池水位快速下降会显著降低水坝的稳定性。对 PLAXIS 2D 进行流固耦合和稳定性分析可有效分析此类

情况。

注释:

在强度折减方法中，安全系数是发生渐进失效时的强度折减系数 ΣMsf 的值。因此，应采取足够的安全分析

步骤，以确保确实发生失效。可以从位移与 ΣMsf 的关系图中查看，其中曲线展平：当位移迅速增加时，强

度不再降低。

注释:

在安全分析中移除吸力，可在计算开始时引入不平衡力。在没有吸力的情况下，ΣMsf 可以在计算的第一部

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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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弹性地基上发电机的动态分析 [ULT]

可以使用 PLAXIS 2D 模拟动力土体-结构相互作用。本文研究了振动源对其周围土体的影响。生成器引起的

振动通过承台传输到下层土中。

通过瑞利阻尼考虑粘滞效应引起的物理阻尼。此外，由于轴对称，“几何阻尼”在振动衰减中可能非常重要。

对边界进行建模是关键点之一。为了避免模型边界的假波反射（实际上并不存在），必须应用特殊条件吸收
到达边界的波。

目标：

• 定义动力计算
• 定义动力荷载
• 定义动力边界条件（粘滞）
• 通过瑞利阻尼定义材料阻尼

几何图形

The vibrating source is a generator founded on a 0.2 m thick concrete footing of 1 m in diameter as shown in 
Figure 190(第 196 页).

图 190: 以弹性下层土为基础的生成器

14.1 创建新项目

若要创建新项目，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开启输入程序并从快速选择对话框选择开始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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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由于该问题具有三维性质，因此使用轴对称模型。在模型页面中，为模型选择轴对称选项，并保留元素

的缺省选项（15 节点）。

4. 保留单位和常量的缺省值，并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0 m、xmax = 20 m、ymin = -10 m 和 ymax = 0 m。

注释: 模型边界应该离相关区域足够远，以避免由可能出现的反射而引起的干扰。尽管采取了特殊措施

来避免伪反射（粘性边界），但总会有较小的影响，因此将边界放远仍然是一个好习惯。在动态分析中，
模型边界通常比在静态分析中更远。

14.2 定义土壤地层学

底土由一个深度为 10 m 的土层组成。地面层定义在 y = 0。请注意，本例中未考虑水条件。要定义土壤地层

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2. 创建一个从地表 (y = 0) 延伸到 10 m 深度 (y = -10) 的土层。

3. 将水头保持在钻孔 0 m 处。这意味着底土已完全饱和。

14.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土层由砂质黏土组成，假定它具有弹性。在土体和界面下创建数据集，根据表 31(第 197 页)中提供的

信息设置类型。指定的杨氏弹性模量似乎比较高。这是因为地面的动刚度通常比静刚度大得多，因为动荷
载通常很快，引起的应变非常小。

表 31: 材料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值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模型 线弹性 -

排水类型 类型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20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0 kN/m3

机械设备

刚度 E' ref 50·103 kN/m2

泊松比 ν' 0.3 -

弹性地基上发电机的动态分析 [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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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

K0 测定 - 自动 -

侧土压力系数 K0,x 0.50 -

注释: 采用摩尔-库伦模型或线弹性模型时，通过弹性参数和土体重量计算波速 Vp 和 Vs。Vp 和 Vs 也可作为

输入值输入；然后将自动计算弹性参数。 See also Elastic parameters and the Wave Velocity relationships in
the Mechanical Tabsheet of the 参考手册.

14.4 定义结构元素

The generator is defined in the Structures mode.
表 32: 承台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值 单位

材料类型 - 弹性 -

重量 W 5 kN/m/m

各向同性 - 是 -

轴向刚度 EA1 7.6·106 kN/m

抗弯刚度 EI 24·103 kNm2/m

泊松比 ν 0 -

1.  创建一个从 (0 0) 延伸到 (0.5 0) 的板来代表承台。

2.  根据表 32(第 198 页)中提供的信息定义承台的材料数据集。假定承台具有弹性，重量为 5 kN/m2。
3. 在承台上施加分散荷载来模拟生成器的重量以及它所产生的振动。荷载的实际值将在今后定义。

The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191(第 199 页):

弹性地基上发电机的动态分析 [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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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 模型布局

14.5 生成网格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
2. 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以生成网格。元素分布参数（中）使用缺省选项。

3. 单击查看网格按钮 ，查看网格。

The resulting mesh is shown in Figure 192(第 199 页) . 请注意，承台下的网格是自动细化的。

图 192: 生成的网格

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弹性地基上发电机的动态分析 [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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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定义并执行计算

The calculation consists of 4 phases and it will be defined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

14.6.1 初始阶段

1. 单击分阶段施工选项卡，继续定义计算阶段。
2. 初始阶段已引入。本教程将使用初始阶段的缺省设置。

14.6.2 第 1 阶段：承台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已添加阶段的缺省设置将用于此计算阶段。

2. 激活承台。
3. 激活分散荷载的静态分量。在选择浏览器中，将 qy,start,ref 值设置为 -8 kN/m/m。 Do not activate the

dynamic component of the load as shown in Figure 193(第 200 页).

图 193: 在选择浏览器中指定静荷载分量

14.6.3 第 2 阶段：启动生成器

在此阶段，采用频率为 10 Hz、振幅为 10 kN/m2 的垂直谐波荷载来模拟生成器传递的振动。考虑五个周

期，总时间间隔为 0.5 秒。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的常规子树中，选择动态选项 ，作为计算类型。

3. 将动态时间间隔参数设置为 0.5 s。
4. 在阶段窗口的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择将位移重置为零参数。剩余阶段的缺省值将用于此计算阶段。
5.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特性库子树。
6. 右击动态倍增系数子树，并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编辑选项。

这将弹出倍增系数窗口。
7. 单击荷载倍增系数选项卡。
8. 单击添加按钮 ，为荷载引入一个倍增系数。

弹性地基上发电机的动态分析 [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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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efine a Harmonic signal with an Amplitude of 10, a Phase of 0° and a Frequency of 10 Hz and as
shown in Figure 194(第 201 页):

图 194: 定义谐波倍增系数

10.
 在选择浏览器中，激活荷载 (DynLineLoad_1) 的动态分量。

11. 将荷载的分量指定为 (qx, start, ref, qy, start, ref) = (0.0, -1.0)。 Click Multiplier_y in the dynamic load subtree
and select the LoadMultiplier_1 option from the drop-down menu as shown in Figure 195(第 201 页).

图 195: 在选择浏览器中指定动荷载分量

弹性地基上发电机的动态分析 [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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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可以在几何模式和计算模式下定义动态倍增系数。

12. 必须定义特殊的边界条件，以阐释土体实际上是一种半无限介质这一事实。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边界条
件，波就会反射到模型边界上，引起扰动。为避免这些伪反射，将粘性边界指定为 Xmax 和 Ymin。 The
dynamic boundaries can be specified in the Model explorer > Model conditions > Dynamics subtree as
shown in Figure 196(第 202 页).

图 196: 动态计算的边界条件

14.6.4 第 3 阶段：停止生成器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的常规子树中，选择动态选项 ，作为计算类型。

3. 将动态时间间隔参数设置为 0.5 s。
4.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下，停用表面荷载的动态分量。请注意，静荷载仍处于激活状态。此阶段的动态边界

条件应与前一阶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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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 执行计算

1. 单击侧工具栏中的选择曲线的点按钮 ，然后选择要在曲线中进行考虑的、位于地表的节点，如 (1.4
0)、(1.9 0) 和 (3.6 0)。

2.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3.
计算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项目。

14.6.6 附加阻尼计算

在第二次计算中，采用瑞利阻尼法引入材料阻尼。可在材料数据集中输入瑞利阻尼。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1. 以另一个名称保存项目。
2. 打开土体的材料数据集。
3. In the General tabsheet Rayleigh damping parameter is displayed .Set the Input method to SDOF

Equivalent.
4. In order to introduce 5% of material damping, set the value of the ξ parameter to 5% for both targets as

ξ1 and ξ2 and set the frequency values to 1 and 10 for f1 and f2 respectively.
5. The values of α and β are automatically calculated by the program as shown in Figure 197(第 203 页)..

图 197: 输入瑞利阻尼

6. Click OK to close the data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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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查各阶段的定义是否正确（根据前面给出的信息），并开始计算。

14.7 结果

曲线生成功能对动力分析尤为有用。这可以轻松地显示实际荷载与时间（输入）的对比，以及预先选择点
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与时间的对比。所定义的倍增系数随时间的变化可以通过将动力时间分配给 x 轴，

将 uy 分配给 y 轴来绘制。

图 198(第 204 页) 显示了结构表面上预先选择点的响应。可以看出，即使没有阻尼，波浪也会消散，这可

归因于几何阻尼。

图 198: Vertical displacement vs time on the surface at different distances to the vibrating source (without
damping)

The presence of damping is clear in Figure 199(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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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9: Vertical displacement vstime on the surface at different distances to the vibrating source (with
damping)

可以看出，当消除内力一段时间后（当 t = 0.5 秒时），振动得到完全控制。此外，位移的振幅降低。比较有

无阻尼情况下的曲线。

在输出程序中，可以通过选择变形菜单中的相应选项，显示特定时间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Figure 200(第
205 页) shows the total accelerations in the soil at the end of phase 2 (t = 0.5 s).

图 200: 第 2 阶段结束时土体中的加速度 (|a|)（有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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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桩 [ULT]

打桩是一个动态过程，引起周围土体的振动。此外，由于桩周围的应力迅速增加，会产生超孔隙水压力。

在本示例中，重点是桩下不可逆的变形。为了更加真实地模拟这个过程，通过 具有小应变刚度的硬化土体

模型 来为砂土层特性建模。

几何图形

本示例涉及穿透 11 米厚的黏土层，将混凝土桩打入砂土层。 The pile has a diameter of 0.4 m which is
displayed in Figure 201(第 206 页).

图 201: 打桩情况

15.1 创建新项目

若要创建新项目，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启动输入程序，然后从快速启动对话框中选择开始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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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在模型页面中，为模型选择轴对称选项，并保留元素的缺省选项（15 节点）。

4. 保留单位和常量的缺省值，并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0 m、xmax = 30 m、ymin = 0 m 和 ymax = 18 m。

15.2 定义土壤地层学

底土分为 11 m 厚的黏土层和 7 m 厚的砂土层。假定潜水位在地表。整个几何图形内的静水孔隙压力都是

根据这条浸润线生成的。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2. 创建两个从 y = 18 到 y = 7 和 y = 7 到 y = 0 的土层。

3. 将钻孔中的水头设置在 18 m 处。

15.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黏土层用 Mohr-Coulomb 模型 建模。人们认为该行为是不排水 (B)。用界面强度折减系数模拟沿桩身摩擦

减小过程。

为了正确模拟桩尖以下的非线性变形，通过具有小应变刚度的硬化土体模型方式对砂土层进行建模。由于
荷载过程快速，砂土层也被认为不排水。砂土层中的短界面并不代表土体与结构相互作用。因此，界面强
度折减系数应取为统一（刚性）。

这些层有以下属性：

表 33: 黏土层和桩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黏土 桩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模型 摩尔-库伦 线弹性 -

排水类型 类型 不排水 (B) 非多孔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6 24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18 - kN/m3

机械设备

杨氏弹性模量（常量） E'ref 5.0·103 30·106 kN/m2

泊松比 ν 0.3 0.1 -

杨氏弹性模量增量 E'inc 1.0·103 - kN/m2

参考层 yref 18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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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不排水剪切强度 su,ref 5.0 - kN/m2

不排水剪切强度增量 su,inc 3 - kN/m3

参考层 yref 18 - m

粘聚力 c'ref- - - kN/m2

界面

界面强度类型 类型 手动 刚性 -

界面强度 Rinter 0.5 1.0 -

初始

K0 测定 - 自动 自动 -

侧土压力系数 K0,x 0.5000 0.5000 -

表 34: 砂土层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砂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模型 HS-small -

排水类型 类型 不排水 (A)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7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0 kN/m3

机械设备

标准排水三轴试验中的割线
刚度

E50
ref 50·103 kN/m2

主固结仪荷载的切线刚度 Eoed
ref 50·103 kN/m2

卸载/重新装载刚度 Eur
ref 150·103 kN/m2

泊松比 νur 0.2 -

刚度应力水平依赖性的功率 m 0.5 -

应变极小时的剪切弹性模量 G0
ref 120·103 kN/m2

当 Gs = 0.722 G0 时的剪切应

变
γ0.7 0.1·10-3 -

粘聚力 c'ref 0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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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摩擦角 φ' 31 度

剪胀角 ψ 0 度

界面

界面强度 - 刚性 -

初始

K0 测定 - 自动 -

1.  根据表 33 (第 207 页)和表 34 (第 208 页)创建材料数据集

15.4 定义结构元素

将桩定义为 0.2 米宽的柱。界面元素沿桩放置，模拟桩与土体之间的交互作用。界面应延伸至砂土层内半米

左右。请注意，应仅在土体一侧定义界面。在为桩-土体交互作用正确建模时，有必要将贯入期间土体沿桩

滑动引起的材料阻尼以及桩端周围足够的灵活性包括在内。

注释: 使用放大功能创建桩和界面

图 202: 拉伸界面

15.4.1 定义桩

若要定义混凝土桩：

1. 单击结构选项卡，继续在结构模式中输入结构元素。
2. 选择侧工具栏中的创建线功能 ，然后从 (0.2 6.6) 到 (0.2 18) 绘制一条线。

3.  为该线分配一个负界面，以模拟桩与周围土体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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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桩由混凝土制成，采用考虑无孔性能的线弹性模型进行建模。在开始时，该桩并不存在，所以 初该
区域的黏土属性代表此桩。

15.4.2 定义荷载

为了模拟驱动力，在桩顶建立了分布单位荷载。若要创建动荷载：

1.
点击工具栏中的创建荷载 > 创建线荷载，然后点击 (0 18.0) 和 (0.2 18.0)，定义分散荷载。

2. 荷载分量将在选择浏览器中定义。请注意，本项目中将不会使用荷载的静态分量。若未激活静荷载，该
程序将忽略荷载的静态分量。

3. 展开动荷载子树，并指定重力方向的单位荷载。
4. 单击 Multiplier_y 下拉菜单，然后单击出现的加号按钮 。

这将弹出倍增系数窗口，并自动添加一个新的荷载倍增系数。
5. Define a Harmonic signal with an Amplitude of 5000, a Phase of 0° and a Frequency of 50 Hz and as

shown in Figure 203(第 210 页) . 在打桩阶段，我们将只考虑此信号的半个周期 (0.01 s)。

图 203: 定义谐波倍增系数

注释:

请注意，可通过右击模型浏览器中属性库下的动态倍增系数子树来定义动态倍增系数。

请注意，动态倍增系数是属性，因此可以在程序的所有模式下定义它们。

The final geometry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204(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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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4: 几何模型

15.5 生成网格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
2. 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以生成网格。元素分布参数（中）使用缺省选项。

3. Click the View mesh button  to view the mesh shown in Figure 205(第 211 页).
得到的网格如下所示。请注意，承台下的网格是自动细化的。

图 205: 生成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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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15.6 定义并执行计算

计算包含 3 个阶段。在初始阶段，生成初始应力条件。在第 1 阶段，创建桩。在第 2 阶段，通过激活半个

荷载谐和循环来模拟使桩受到单次冲击。在第 3 阶段，将荷载保持为零并及时分析桩和土体的动力响应。

后两个阶段涉及动力计算。

15.6.1 初始阶段

初始有效应力是使用缺省值、由 K0 程序生成的。请注意，在初始情况下，桩不存在，黏土属性应分配至相

应的类组。假定潜水位在地表。整个几何图形内的静水孔隙压力都是根据这条浸润线生成的。

15.6.2 第 1 阶段：桩激活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的常规子树中，选择塑性选项，作为计算类型。
3. 缺省情况下，选择分阶段施工，作为荷载类型。
4.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下，将桩属性分配至桩类组。
5. 仅激活黏土层中的界面。 The model for the Phase 1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is displayed in 

Figure 206(第 212 页).

图 206: 分阶段施工模式下第 1 阶段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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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 第 2 阶段：打桩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的常规子树中，选择动态选项，作为计算类型。
3. 将动态时间间隔设置为 0.01 s。
4. 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择将位移重置为零。
5.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activate the dynamic component of the distributed load.

The activated dynamic component of the load in Selection explorer is shown in Figure 207(第 213 页) .

图 207: 选择浏览器中的动荷载分量

6. Expand the subtree Model explorer > Model conditions > Dynamics is shown in Figure 208(第 2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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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8: 动态计算的边界条件

7. 将粘性边界指定为 xmax 和 ymin。

此阶段的结果是外荷载的半个谐和周期。在此阶段结束时，荷载恢复为零。

15.6.4 第 3 阶段：衰减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在阶段窗口的常规子树中，选择动态选项，作为计算类型。
3. 将动态时间间隔设置为 0.19 s。
4.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de-activate the dynamic load.

15.6.5 执行计算

1. 单击侧工具栏中的选择曲线的点按钮 ，然后在桩顶选择一个节点，用于荷载位移曲线。

2.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3.
计算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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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结果

图 209(第 215 页) 显示了桩（顶点）的沉降与时间的关系观察此图可得出以下结果：

• 单冲程引起的桩顶端 大竖向沉降约为 14 毫米。然而， 终沉降约为 9.5 毫米。

• 大部分沉降发生在第 3 阶段冲程结束以后。这是因为压缩波仍在桩中向下传播，造成额外沉降。

• 尽管没有 Rayleigh 阻尼，但由于土体塑性和波能在模型边界处被吸收，桩的振动将受到阻尼影响。

图 209: 桩沉降与时间

观察第二计算阶段（t=0.01 秒，即在冲程之后）的输出，可以看到桩端周围少量局部出现较大的超孔隙压

力。土体的剪切强度因此降低，这有助于桩贯入砂土层。由于不考虑固结，超孔隙压力也保持在第三阶段。

图 210(第 216 页) 显示了 t=0.01 秒时界面元素中的剪应力。此图显示，整个桩身均达到 大剪应力，表明

土体沿桩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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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在 t = 0.01 s 时界面中的 大剪应力

当查看 后计算阶段（t = 0.2 秒）的变形网格时，还可以看到桩的 终沉降约为 9.5 毫米。要查看整个动态

过程，建议使用创建动画选项来及时查看变形网格的“电影”。您可能会注意到动画的第一部分比第二部分要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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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自由振动和地震分析 [ULT]

本示例说明了五层建筑在自由振动和地震荷载作用下的自然频率。两种计算采用不同的动力边界条件：

• 在自由振动中，考虑粘滞边界条件。该选项适用于动力源在网格内部的问题。
• 针对地震荷载，考虑自由场和合规基础边界条件。这是地震分析的首选方案，在模型底部施加动力输

入。

目标：

• 进行动力计算
• 定义动力边界条件（自由场、合规基础和粘滞）
• 通过动力倍增系数定义地震
• 模拟结构的自由振动
• 通过具有小应变刚度的硬化土体模型模拟滞回行为
• 根据傅立叶频谱计算自然频率

几何图形

包括 5 层和地下室的建筑。包括地下室在内，宽 10 米，高 17 米。地面上的总高度为 5 x 3 米 = 15 米，地下

室深 2 米。地板和墙壁的重量取值为 5 kN/m2。该建筑建在 15 米深的松散砂之上，下面是深层的密度较大

的砂土层。 In the model, 25 m of the deep sand layer will be considered as shown in Figure 211(第 217 页).

15 米

2 米

y

x

25 米

15 米

75 7510

图 211: 工程几何图形

16.1 创建新项目

若要创建新项目，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启动输入程序，然后从快速启动对话框中选择开始新项目。

PLAXIS 217 PLAXIS 2D - 教程手册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在模型页面中，保留模型（平面应变）和元素（15 节点）的缺省选项。

4. 保留缺省单元和常量，并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80 米，xmax = 80 米，ymin = -40 米以及 ymax = 15
米。

16.2 定义土壤地层学

下层土分为 15 m 厚的高度松散砂土层和 25 m 厚的中密砂土层。假定潜水面在 y = -15 m 处。整个几何图

形内的静水孔隙压力都是根据这条浸润线生成的。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将弹出修改土层窗口。
2. 添加两个从 y = 0 到 y = -15 和 y = -15 到 y = -40 的土层。

3. 将钻孔中的水头设置在 -15 m 处。

16.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上层是非常松散的砂土而下层则是中等密度的砂土。二者均具有具有小应变刚度的硬化土体模型属性。忽
略地下水的存在。具有具有小应变刚度的硬化土体模型属性的土层有固有的滞回阻尼。

•
打开材料集窗口。

• 根据表 35 (第 218 页)中给出的信息，创建土体和界面集合类型下的数据集。

• 向钻孔中的相应土层分配材料数据集。

表 35: 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上层砂土层
下层砂土

层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 HS-small HS-small -

排水类型 - 排水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6 20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0 20 kN/m3

机械设备

标准排水三轴试验中的割线
刚度

E50
ref 20·103 30·103 kN/m2

主固结仪荷载的切线刚度 Eoed
ref 26·103 36·103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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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卸载/重新装载刚度 Eur
ref 95·103 110·103 kN/m2

泊松比 ν'ur 0.2 0.2 -

刚度应力水平依赖性的功率 m 0.5 0.5 -

应变极小时的剪切弹性模量 G0
ref 270·103 100·103 kN/m2

当 Gs = 0.722 G0 时的剪切应

变
γ0.7 0.15·10-3 0.1·10-3 -

粘聚力 c'ref 10 5 kN/m2

摩擦角 φ' 31 28 度

剪胀角 ψ 0 0 度

When subjected to cyclic shear loading, the 具有小应变刚度的硬化土体模型 will show typical hysteretic
behaviour. 从小应变剪切刚度 G0ref 开始，实际刚度随剪切强度的增加而减小。下图显示了弹性模量折减曲

线，即剪切弹性模量随应变的衰减。 Figure 212(第 219 页) shows the secant shear modulus and Figure
213(第 220 页) shows the tangent shear modulus.

图 212: 上层砂土层的弹性模量折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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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下层砂土层的弹性模量折减曲线

在具有小应变刚度的硬化土体模型中，切线剪切弹性模量由下限 Gur 约束。

Gur =
Eur

2 (1 + νur )

The values of Gurref for the Upper sand layer and Lower sand layer and the ratio to G0ref are shown in 
Table 36(第 220 页) . 该比值决定了可以得到的 大阻尼比。

表 36: Gur 值和与 G0
ref 的比值

参数 上层砂土层 下层砂土层 单位

Gur 39.103 45.103 kN/m2

G0
ref/Gur 6.82 2.18 -

Figure 214(第 221 页) and Figure 215(第 221 页) show the damping ratio as a function of the shear strain
for the material used in the model. 有关弹性模量折减曲线与阻尼曲线的详细说明，请参阅文献 7

7 Brinkgreve, R.B.J., Kappert, M.H., Bonnier, P.G.(2007).小应变刚度模型中的滞回阻尼。In Proc.10th Int.
Conf. on Comp.Methods and Advances in Geomechanics.Rhodes, Greece, 73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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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上层砂土层的阻尼曲线

图 215: 下层砂土层的阻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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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定义结构元素

模型结构元素的定义见结构模式。

16.4.1 定义建筑

包括 5 层和地下室的建筑。它宽 10 m，高 17 m，包括地下室。地板和墙壁的重量取值为 5 kN/m2。地面上

的总高度为 5 x 3 米 = 15 米，地下室深 2 米。

代表建筑墙壁和地板的板视为具有线弹性。请注意，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材料数据集，一个用于地下室，另
一个用于建筑的其他部分。利用瑞利阻尼法模拟建筑的物理阻尼。参考手册 PLAXIS 2D 中有关于瑞利阻尼

参数的描述。

表 37: 建筑材料属性（板属性）

参数 名称 建筑 地下室 单位

常规

材料类型 - 弹性 弹性 -

重量 W 10 20 kN/m/m

输入法 - 直接 直接 -
Rayleigh α - 0.2320 0.2320 -
Rayleigh β - 8.0·10-3 8.0·10-3 -

防止冲孔 - 否 否 -

机械设备

各向同性 - 是 是 -

轴向刚度 EA1 9·106 12·106 kN/m

弯曲刚度 EI 67.5·103 160·103 kNm2/m

泊松比 ν 0 0 -

表 38: 节点到节点锚的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列 单位

材料类型 类型 弹性 -

平面外间距 L 间距 3 m

轴向刚度 EA 2.5· 106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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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板在从 (-5 0) 到 (-5 15) 和从 (5 0) 到 (5 15) 处创建建筑的垂直墙壁。

2. 现在再用板从 (-5 -2) 到 (-5 0) 和从 (5 -2) 到 (5 0) 处定义地下室的垂直墙壁。

3. 将建筑的地下室和地面层定义为从 (-5 -2) 到 (5 -2) 和从 (-5 0) 到 (5 0) 的板。

4.
通过将地下室楼层复制 5 次来定义楼层。为此，请选择地下室楼层并选择阵列按钮 。现在指定，我

们想要以 y 方向复制它，有 6 个副本（注意：副本数量包括原件），中间距离为 3 m。

5.  根据表 37(第 222 页)，为建筑中的结构元素定义材料数据集。

6. 将地下室材料数据集分配至模型中的垂直板 (2) 和 低水平板（均在地面层以下）。

7. 将建筑材料数据集分配至模型中的剩余板。
8.  使用节点到节点锚要素来定义位于建筑物中心连接连续楼层的柱子，即从 (0 -2) 到 (0 0)、从 (0 0) 到

(0 3)、从 (0 3) 到 (0 6)、从 (0 6) 到 (0 9)、从 (0 9) 到 (0 12) 和从 (0 12) 到 (0 15)。当然，这也可以通过

绘制一个柱子并用阵列函数复制到其他位置来实现。
9. 根据表 38(第 222 页)，定义锚的属性，并将材料数据集分配至模型中的锚。

10.  定义一个界面来模拟土体和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

16.4.2 定义荷载

1. 为了模拟驱动力，在桩顶创建了点荷载。若要创建动荷载：

a.  在建筑的左上角创建一个点荷载。

b. 设置 Fx,ref = 10 kN/m 和 Fy,ref = 0 kN/m。

2. 地震是通过在底部边界施加指定位移来模拟的。若要定义指定位移：

a.  在模型底部定义线位移，从 (-80 -40) 到 (80 -40)。
b. 将线位移的 x 分量设置为指定，并赋值 1.0。线位移的 y 分量是固定。应该保留缺省分布（统一）。

3. 定义线位移的动态倍增系数：

a. 扩展动态线位移。
b. 单击 Multiplier_x 下拉菜单，点击出现的加号按钮 。这将弹出倍增系数窗口，并自动添加一个新

的位移倍增系数。
c. 从信号下拉菜单中选择表选项。
d. Bentley 社区提供包含地震数据的文件：查找教程“建筑的自由振动和地震分析”。下载地震信号文件

225a.smc。
e. 在倍增系数窗口中，单击打开按钮。在出现的窗口中，在下拉菜单中更改强运动只读光盘驱动器文件

选项的纯文本文件 *.txt，并选择出现的已保存 .smc 文件。

f. 选择数据类型下拉菜单中的加速选项。
g. 选择漂移校正选项，并单击确定，结束定义倍增系数。

The defined multiplier is displayed in Figure 216(第 2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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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动态倍增系数”窗口

16.4.3 在边界创建界面

在“结构”模式下，“自由场”和“合规基础”边界要求沿模型的垂直边界和底部边界创建界面元素。界面元素必

须添加到模型中，否则“自由场”和“合规基础”边界条件将被忽略。若要定义界面：

1.  单击在边界创建界面按钮，在模型边界自动生成界面。

The geometry of the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217(第 224 页) :

图 217: 模型的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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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生成网格

1. 进入网格模式。
2. 通过将边界上粗糙度系数改成 1 来重置边界上的网格细化。

3. 选择两个土层，并将它们的粗糙度系数设置为 0.3。
4. 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以生成网格。将元素分布设置为中。

5. 单击查看网格按钮 ，查看网格。

The resulting mesh is shown in Figure 218(第 225 页).:

图 218: 生成的网格

6.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16.6 定义并执行计算

计算过程包括初始条件阶段、建筑施工模拟、荷载、自由振动分析和地震分析。

16.6.1 初始阶段

1. 单击分阶段施工选项卡，继续定义计算阶段。
2. 初始阶段已引入。本教程将使用初始阶段的缺省设置。
3.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下，检查建筑和荷载是否激活。
4. The model for the initial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219(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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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初始阶段

16.6.2 第 1 阶段：建筑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已添加阶段的缺省设置将用于此计算阶段。

2.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construct the building (activate all the plates, the anchors and only the
interfaces of the basement) and deactivate the basement volume.

3. The model for phase 1 is shown in Figure 220(第 226 页).

图 220: 建筑施工

16.6.3 第 2 阶段：激发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Phase_2)。
2. 在阶段窗口中，选择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的将位移重置为零。此计算阶段将使用其余参数的缺省值。
3.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activate the load. The value of the load is already defined in the

Structures m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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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 第 3 阶段：自由振动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Phase_3)。
2. 在阶段窗口中，选择动态选项 ，作为计算类型。

3. 将动态时间间隔参数设置为 5 秒。

4.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下，释放（停用）点荷载。
5.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模型条件子树。
6. 展开动态子树。 Check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BoundaryXMin, BoundaryXMax and BoundaryYMin

are viscous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221(第 227 页).

图 221: 动态计算的边界条件

注释:

为了更好的显示结果，可以创建自由振动和地震的动画。如果要创建动画，建议增加保存步骤的数量，做
法是在阶段窗口的参数页面中为保存的 大步数参数分配适当的值。

16.6.5 第 4 阶段：地震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Phase_4)。
2. 在阶段窗口中，将起始阶段选项设置为第 1 阶段（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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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动态选项 ，作为计算类型。

4. 将动态时间间隔参数设置为 20 秒。

5. 选择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的将位移重置为零。
6. 在数字控制参数中，取消选择选项使用缺省迭代参数，并将 大步数设置为 1000，以获得更详细的时

间-加速曲线。

7. 在模型浏览器中，展开模型条件子树。
8. 展开动态子树。将边界 X 小值和边界 X 大值设置为自由场。 Set the BoundaryYMin to Compliant

base as shown in Figure 222(第 228 页).

图 222: 动态计算 (Phase_4) 的边界条件

9. 无需激活界面元素即可启用自由场或合规基础边界。
10. 在模型浏览器，激活线位移及其动态分量。请确保 ux,start,ref 的值设置为 0.5 m。考虑到模型底部的边界

条件将使用合规基础来定义，采用的输入信号必须是基岩（内）运动的一半。

16.6.6 执行计算

1. 单击侧工具栏中的选择曲线的点按钮 ，然后在建筑顶部选择一个接近或位于 (0 15) 的点。

2.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3.
计算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该项目。

16.7 结果

图 223(第 229 页) 显示了第 2 阶段（施加水平荷载）结束时的变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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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Deformed structure in phase 2

Figure 224(第 229 页) shows the time history of displacements of the selected points A (0 15) for the free
vibration phase. 可以从图上看出，由于土体和建筑中的阻尼，振动随着时间慢慢衰减。

图 224: 所选点位移时程

In the Fourier tabsheet of the Curve generation window select the Power (spectrum) and click OK to
create the plot. The plot is shown in Figure 225(第 230 页). 根据此图，可以计算建筑的主频率约为 1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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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频率表示（频谱）

Figure 226(第 231 页) shows the time history of the lateral acceleration of the selected point at (0 15) for
the earthquake phase (dynamic analysis). 为了更好地呈现结果，可以创建自由振动和地震的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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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加速在动态时间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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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船闸的热膨胀 [ULT]

通航船闸因维护暂时为“空”。一段时间后，气温显著升高，导致船闸内侧热膨胀，而混凝土块的土体侧保持

相对较冷。这会导致墙体向后弯曲，从而增加墙后土体中的侧向应力，并增加墙体本身的弯矩。

目标：

此示例演示了如何使用热模块来分析此类情况。

• 定义热温度函数
• 热膨胀的使用
• 为 THM 计算执行完全耦合分析

The geometry of the project is shown in Figure 227(第 232 页).

图 227: 工程几何图形

17.1 创建新项目

1. 启动输入程序，然后从快速启动对话框中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在模型页面中，模型和元素的缺省选项用于此项目。本教程中也使用了单位的缺省选项。
4. 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0 米，xmax = 25 米，ymin = -16 米以及 ymax = 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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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关闭项目属性窗口。

17.2 定义土壤地层学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将弹出修改土层窗口。
2. 创建顶层为 0.0 米，底层为 -16 米的单个土层。水头设置为 -4 米。

17.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需要创建两个数据集；一个用于砂土层，另一个用于混凝土块

1.
打开材料集窗口。

2. Define a data set for the Sand layer with the parameters given in Table 39(第 233 页), for the General,
Mechanical, Groundwater, Thermal and Initial tabsheets.

3. Create another dataset for Concrete according to Table 39(第 233 页).
4. 将材料数据集砂土分配给钻孔土层。

表 39: 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砂土 混凝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 HS-small 线弹性 -

排水类型 - 排水 非多孔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20 24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20 - kN/m3

机械设备

杨氏模量 Eref - 25· 106 kN/m2

泊松比 ν - 0.15 -

标准排水三轴试验中的割线刚度 E50
ref 40· 103 - kN/m2

主固结仪荷载的切线刚度 Eoed
ref 40· 103 - kN/m2

卸载/重新装载刚度 Eur
ref 1.2· 105 - kN/m2

刚度应力水平依赖性的功率 m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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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应变极小时的剪切弹性模量 G0
ref 80· 103 - kN/m2

当 Gs = 0.722 G0 时的剪切应变 γ0.7 0.1· 10-3 - -

粘聚力 c'ref 2 - kN/m2

摩擦角 φ' 32 - 度

剪胀角 ψ 2 - 度

地下水

数据集 - USDA - -

模型 - Van Genuchten - -

土体 - 类型 - 砂土 - -

渗流参数 - 使用缺省值 - 从数据集 - -

热

比热容 cs 860 900 千焦每吨
每开氏度

热导率 λs 4·10-3 1·10-3 千瓦每米
每开氏度

土体密度 ρs 2.6 2.5 吨/立方米

Thermal expansion type - 各向同性 各向同性 -
Volumetric Thermal expansion αsv 1.5.10-6 0.03.10-3 1/开氏度

界面

强度定义 - 刚性 手动 -

强度折减因子 Rinter 1.0 0.67 -

初始

K0 确定 - 自动 自动 -

17.4 定义结构元素

在分阶段施工期间，船闸将被建模为混凝土块。

1. Proceed to Structures m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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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边栏中的创建土体多边形按钮 ，然后选择创建土体多边形选项。

3. 单击 (0 -5)、(5 -5)、(5 0)、(5.5 0)、(6 -6)、(0 -6) 和 (0 -5)，在绘图区域中定义船闸。

注释:

可以选择捕捉选项，并且将间距设置为 0.5 即可创建多边形。

将在分阶段施工的后期分配混凝土材料。
4. 单击侧边工具栏中的创建线按钮 。

5. 在展开的菜单中选择创建热流边界条件选项 。

6. 在垂直边界和底部边界（Xmin, Xmax 和 Ymin）创建热流边界。

7. 垂直边界的行为缺省选项为关闭。
8. 选择底部边界，在选择浏览器中将行为设置为温度。
9. Set the reference temperature, Tref to 283.4 K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228(第 235 页).

图 228: 选择浏览器中的热边界条件

The geometry of the model is now complete as shown in Figure 229(第 235 页) .

图 229: 模型的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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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生成网格

1. 进入网格模式。
2. 选择表示混凝土块的多边形，然后将选择浏览器中的粗糙因数设置为 0.25。
3. 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以生成网格。本例中使用了中的缺省元素分布。

4. 单击查看网格按钮 ，查看网格。

The resulting mesh is shown is shown in Figure 230(第 236 页):

图 230: 生成的网格

5.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17.6 定义并执行计算

此教程中的计算分为三个阶段。在塑性计算中激活混凝土锁，然后将温升定义为流固耦合分析。

17.6.1 初始阶段

1. 单击分阶段施工选项卡，继续定义计算阶段。
2. 双击阶段浏览器中的初始阶段。
3. 在此示例中，使用了计算类型和孔压计算类型缺省选项。
4. 选择热计算类型中的地温梯度选项 ，然后关闭阶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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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分阶段施工中，激活模型条件子树下的热流，并将 Tref 值设置为 283 度。href 和地温梯度缺省值有

效。 The Thermal flow parameters are shown in Figure 231(第 237 页) and the model for initial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232(第 237 页).

图 231: “选择浏览器”中的热流

图 232: 初始阶段

17.6.2 第 1 阶段：施工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一个新的阶段 (Phase_1)。
2.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 Phase_1。
3. 在阶段窗口中输入阶段 ID 相应名称并选择稳态地下水渗流 作为孔压计算类型。

4. 将热计算类型设置为稳态热流 。

5. 请确保将位移重置为零并且已选择忽略吸力选项。
6. In the Staged construction mode, assign the Concrete dataset to the created polygon which represents

the navigable lock as shown in Figure 233(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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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Concrete set as material for polygon

7. 右键单击被多边形截断的土体类组并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取消激活 选项。

8. 在选择浏览器中，将该类组的水分条件设置为干。
9. 在模型浏览器中，激活所有的热流边界条件。

10. 在模型浏览器中，激活模型条件 > 气候条件。

11. Set the Air temperature to 283 K and the Surface transfer to 1 kW/m2/K as shown in Figure 234(第
238 页).
这将定义地表面和锁内部的热条件。

图 234: Phase_1 的模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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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取消激活热流选项。这是因为在稳态热流计算中使用了包括气候条件在内的热流边界条件，而不是地温
梯度选项。

Figure 235(第 239 页) shows the model at the end of Phase_1.

图 235: Phase_1 完成时的模型

17.6.3 第 2 阶段：加热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Phase_2)。
2. 在阶段浏览器中双击 Phase_2。
3. 将计算类型设置为流固耦合 。

4. 将热计算类型设置为使用前一阶段的温度 。这表明需要考虑温度，并且初始温度取自前一阶段。

5. 将时间间隔设置为 10 天。

6. 请确保在变形控制参数子树中选择了将位移重置为零和重置小应变选项。缺省情况下，忽略吸力选项处
于未选中状态。

7. 在用于该阶段的气候中定义了时间相关性温度函数。请按照下列步骤创建温度函数。

a. Right-click the Thermal functions option in the Attributes library in the Model explorer and select
Edit option in the appearing menu.
将显示热函数窗口。

b. 在温度函数标签页中，通过单击相应的按钮 添加新函数。新函数将在列表中高亮显示，并显示定

义函数的选项。
c. 该信号使用谐波缺省选项
d. 振幅指定值为 15，周期指定值为 40 天。

A graph is displayed in Figure 236(第 240 页) showing the defined function. 由于该阶段的时间间隔

为 10 天，因此该阶段仅考虑四分之一温度循环，即 10 天后温度升高 1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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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 温度函数

e. 单击确定关闭热函数窗口。
8. Expand the subtree Model conditions in the Model explorer shown in Figure 237(第 240 页).
9. 在气候选项中将时间相关性设置为时间相关并指定创建的温度函数。

图 237: Phase_2 的模型条件

计算定义已完成。

17.6.4 执行计算

在开始计算之前，建议为今后生成曲线选择节点或应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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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侧面工具栏中的为曲线选择点按钮 ，然后选择曲线的特征点（例如，在挖方顶部，(5.0，0.0)）。
2.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将显示一条关于流固耦合分析中使用的不同应力类型的警告。出现此警告

是因为流固耦合分析始终使用吸力进行计算，而其他计算类型缺省情况下不计算吸力，并且有吸力和无
吸力的混合阶段可能会导致异常结果。但是，由于本教程中处理的是砂土，吸力的影响非常小，因此可
以忽略此警告。

3.
计算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该项目。

17.7 结果

在阶段浏览器中，选择初始阶段并单击工具栏上的查看计算结果按钮。在输出程序中，选择菜单应力 > 热
力流 > 温度。

Figure 238(第 241 页) shows the initi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which is obtained from the reference
temperature at the ground surface and the earth gradient. 因此模型的地表温度为 283.0 K，底部温度为

283.4 K。

图 238: 初始温度分布

Figure 239(第 242 页) shows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btained from Phase_1 using a steady-state
thermal flow calculation. In fact, the temperatures at the top and bottom are equal to the temperatures as
defined in the Initial phase; however, since the temperature at the ground surface is now defined in terms
of Climate conditions (air temperature), this temperature is also applied at the inner side of the lock and
affects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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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 Phase_1 中的稳态温度分布

在 Phase_2 中获得了 需要的结果，其中气候条件下的气温从 283 K 逐渐升至 298 K（由波幅为 15K 的四分

之一谐波周期定义）。 Figure 240(第 242 页) shows the temperature at the ground surface as a function of
time.

图 240: A 点的温度分布随时间变化

由于混凝土块内部温度急剧升高，而外侧（土体侧）保持“冷”，墙体将向土体弯曲。 Figure 241(第 243 页)
shows the deformed mesh at the end of Phase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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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Phase_2 完成时的变形网格

由于此向后的弯曲，混凝土块正后方土体中的侧向应力将增加，趋向于被动应力状态。

图 242: Phase_2 完成时在主方向的有效主应力

注释: 请注意，图 242(第 243 页) 的可视化效果不同，因其显示了多孔材料中的应力。 This can be changed
in View > Settings on the tab Results (see the 参考手册 for more information).

注释: 请注意，图 242(第 243 页) 显示了所有应力点的主应力，而缺省情况下，仅显示 3 个中心应力点的主

应力。可以使用导航栏上的  和  按钮对其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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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建造中的冻结管 [ULT]

本教程说明了由于地面冻结而引起的地下水渗流与热流耦合的变化。使用冻结管建造隧道。首先在土体中
安装冻结管，使土体冻结并防水，以便建造隧道。这种建造方法需要大量能量来冷却土体，因此，通过模
拟存在地下水渗流时的冷却行为，可以设计出一个 佳冻结系统。

目标：

• 对土体冻结和热流与地下水渗流之间的耦合进行建模
• 对未冻水含量进行建模。
• 使用命令行进行结构定义。

几何图形

在本教程中，隧道半径为 3.0 米，建造位置位于 30 米深的土层。地下水从左至右渗流，影响土体的热行为。

首先，土体将经历冻结管带来的低温，土体充分冻结后便可进行隧道建造。后者不包括在本教程中。

由于地下水渗流引起温度分布不对称，因此需要模拟整个几何图形，而在以前的示例中，仅模拟几何图形
的一半便已足够。 The geometry of the project is shown in Figure 243(第 244 页).

Y

X

15 米

半径 = 3.0 米
45 米

90 米

30 米

图 243: 工程几何图形

18.1 创建新项目

1. 启动输入程序，然后从快速启动对话框中选择开始新项目。
2. 在项目属性窗口的项目页面中，输入相应标题。
3. 在模型页面中，模型和元素的缺省选项用于此项目。本教程中也使用了单位的缺省选项。请注意，质量

单位自动设置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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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模型等高线设置为 xmin = -45 米，xmax = 45 米，ymin = -30 米以及 ymax = 0 米。

5. 在常量页面中，将 Twater 和 Tref 设置为 283 K，其他常量保持缺省值。 A description of constants can be
found in the 参考手册.

6. 单击确定，关闭项目属性窗口。

18.2 定义土壤地层学

要定义土壤地层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创建钻孔按钮  并在 x = 0 处创建钻孔。

将弹出修改土层窗口。
2. 创建一个单一的土层，顶层 0 m，底层 -30 m。设置地面层 (0 m) 的水头。

18.3 创建和分配材料数据集

1.
单击修改土层窗口中的材料按钮 。

2. 使用表 40 (第 245 页)中的参数为通用参数和地下水页面定义土体数据集。

表 40: 材料属性

参数 名称 砂土 单位

常规

土体模型 - 摩尔-库伦 -

排水类型 - 排水 -

不饱和单位重量 γunsat 18 kN/m3

饱和单位重量 γsat 18 kN/m3

初始孔隙比 einit 0.5 -

机械设备

杨氏模量 E' ref 100· 103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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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泊松比 ν 0.3 -

粘聚力 c'ref 0 kN/m2

摩擦角 φ' 37 度

剪胀角 ψ 0 度

地下水

分类标准 - 标准 -
Soil - class - 中等 -

渗流参数 - 使用缺省值 - 无 -

水平渗透率 kx 1 米/天

垂直渗透率 ky 1 米/天

热

比热容 cs 860 千焦每吨
每开氏度

热导率 λs 4·10-3 千瓦每米
每开氏度

土体密度 ρs 2.6 吨/立方米

固体热膨胀 - 体积 -

热膨胀 αs 0.015·10-3 1/开氏度

未冻水含量 - 用户定义（见下表） -

界面

强度定义 - 刚性 -

热阻 R 0 平方米开

氏度/千瓦

初始

K0 测定 - 自动 -

若要模拟在特定温度下流过土体的（流体）水的数量，需要定义一个表格来确定未冻水含量的曲线，该
表格要包括特定温度下未冻水的含量值。同样的曲线也可应用于其他项目，因此，可以保存该表格并加
载至其他项目的土体属性。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参考手册.

3. 单击热选项卡。 Enter the values as given in Table 41(第 2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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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沙中未冻水含量曲线的输入值

# 温度 [K] 未冻水含量 [-]

1 273.0 1.00
2 272.0 0.99
3 271.6 0.96
4 271.4 0.90
5 271.3 0.81
6 271.0 0.38
7 270.8 0.15
8 270.6 0.06
9 270.2 0.02

10 269.5 0.00
4. 针对未冻水含量，在页面底部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用户定义选项。
5. 通过单击增加行按钮  增加表格的行。使用表 41 (第 247 页)中给出的数值完成数据。

6. 根据表 40 (第 245 页)中给出的数值，输入界面和初始页面的数值。

7. Click OK to close the dataset.
8. 向土层分配材料数据集。

注释:

可以单击表格中的保存按钮保存表格。必须对文件进行适当命名。为了方便起见，请将文件保存在保存项
目的同一个文件夹中。

18.4 Define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The freeze pipes are modelled by defining lines with a length similar to the freeze pipe diameter (10 cm),
containing a convective boundary condition. For simplicity, in this tutorial only 12 cooling elements are
defined, while in reality more elements may be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achieve a sufficient share of frozen
soil.
1. Proceed to Structures mode .
2. Click the Create line button  in the side toolbar.
3. Click the command line and type

line 0 -12.05 0 -11.95

Press Enter to create the first freezing pipe.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command line, see 参考手册
PLAXIS 2D .

4. The remaining freeze pipes will be created by copying the first freeze pipe 12 times. To do so select the
line representing the freeze pipe that was just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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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om the side toolbar select the Create array option . Set the Array pattern to Polar as we want to
create a circle of freeze pipes, the Center point is (x y) = (0 -15), the Total number of items is 12 (the
original plus 11 copies) and finally the Angle to fill must be set to 360 degrees as we want to create a full
circle. Press OK to create the 11 additional freeze pipes.

6. Multi select the 12 lines representing the freeze pipes using the Select lines option  from the side
toolbar.

7. Right click the selected lines and select Thermal flow BC to create the thermal flow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the freeze pipes.

8. For the selected freeze pipes, in the Selection explorer expand the subtree for the ThermalFlowBC.
9. The Behaviour is set to Convection, the Tfluid to 250 K and the Transfer coefficient to 1.0 kW/m2/K.

10. Click the Create line button  in the side toolbar.
11. Select the Create thermal flow BC option  in the expanded menu. In the drawing area create a

thermal boundary condition along the perimeter of the model, hence from (x y) = (-45 0) to (45 0), (45
-30), (-45 -30) and back to (-45 0).

12. Select the four boundaries just have been created and right-click on them. From the menu that pops up
select Create and Create groundwater flow BC to add groundwater flow boundary conditions to the
thermal flow boundary conditions.

PLAXIS 2D allows different types of Thermal boundary conditions to be applied. In this tutorial the freeze
pipes will be modelled as convective boundary conditions.
1. Multi select the created boundaries.
2. For the ThermalFlowBC, set the Behaviour to Temperature and Tref to 283 K.
To assign the groundwater boundary conditions,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followed:
1. Multi select the top and bottom boundary.
2. For the GWFlowBC, set the Behaviour to Closed.
3. Select the left boundary, set the Behaviour to Inflow with a qref value of 0.1 m/day.
4. The right boundary has the default behaviour of Seepage.
The tunnel is created with the help of the Tunnel designer. Because deformations are not considered in this
calculation, there is no need to assign a plate material to the tunnel. The generated tunnel will only be used
for generating a more dense and homogeneous mesh around the freezing pipes. The tunnel will not be
activated during any calculation phase, but PLAXIS 2D will detect the line elements and will generate the
mesh according to these elements. Changing the coarseness factor of the pipe elements will cause a denser,
but not a more homogeneous mesh.
1. Click the Create tunnel button in the side toolbar and click on (42.5 -18) in the drawing area.
2. The option Circular is selected for Shape type. Note that the default option is Free.
3. The default option of Define whole tunnel is used in this example.
4. Proceed to the Segments tab and set Radius to 3 m to the two multi selected segments.
5. Click on Generate to generate the defined tunnel in the model. Close the Tunnel designer window.
The geometry of the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244 (on page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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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44: Geometry of the model

18.5 生成网格

1. Proceed to the Mesh mode.
2. 单击生成网格按钮  以生成网格。本例中使用了中的缺省元素分布。

3. 单击查看网格按钮 ，查看网格。

The resulting mesh is shown in Figure 245(第 249 页):

图 245: 生成的网格

4. 单击关闭选项卡，关闭输出程序。

18.6 定义并执行计算

The calculations for this tutorial are carried out in the Flow only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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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初始阶段

1. 单击分阶段施工选项卡，继续定义计算阶段。
2. 双击阶段浏览器中的初始阶段。
3. 在阶段窗口中，从计算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仅水流选项。
4. 为热计算类型选择地温梯度选项。
5. 在分阶段施工中，激活模型条件子树下的热流，并将 Tref 的值设置为 283 K，href 为 0 m，地温梯度为 0

K/m。

6. The model for initial phase is shown in Figure 246(第 250 页).

图 246: 初始阶段

18.6.2 第 1 阶段：瞬态计算

1. 单击添加阶段按钮 ，创建新阶段。

2. 双击阶段浏览器中的新阶段。
3. 在阶段窗口中，为阶段 ID 输入一个适当的名称（如瞬课课算）。

4. 将瞬变地下水渗流  设置为孔隙压力计算类型的选项。

5. 将瞬变热流  设置为热计算类型的选项。

6. 将时间间隔设置为 180 天， 大存储步数为 100。这是为了能够在计算后查看中途时间步数。

7. 在分阶段施工模式下，单击模型浏览器中热流边界条件的复选框，激活所有热边界条件。
8. 在模型浏览器中，激活地下水渗流边界条件子树中对应左、上、右、下边界条件的四个地下水渗流边界

条件。

18.6.3 执行计算

在开始计算之前，建议为今后生成曲线选择节点或应力点。

1. 在边栏中单击为曲线选择点按钮 。至少选择模型中间的节点和曲线的一些特性点（例如两个冻结管

之间）。
2. 单击计算按钮 ，计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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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该项目。

18.7 结果

本计算要了解的结果可以是两条冻结管之间没有地下水渗流时的时间点、整个模型上的地下水渗流，以及
稳态和瞬态计算的温度分布。

要查看输出程序中的结果：

1. 单击工具栏中的查看计算结果按钮 。

2. 选择菜单应力 > 热流 > 温度。

3. Figure 247(第 251 页) show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emperature for transient calculation in the
final step. 注意，已经关闭了单元轮廓以更好地显示隧道内部土体的温度在冰点以下。

图 247: 瞬态阶段的温度分布

1. 选择菜单应力 > 地下水渗流 > |q|。
2. 选择菜单查看 > 箭头或单击工具栏中的相应按钮  显示结果箭头。

在输出程序中，可以查看中间保存步骤的结果。 Mo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参考手册 PLAXIS 2D .
可以查看隧道冻结的进展。

Figure 248(第 251 页)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of groundwater flow field for an intermediate step for
the transient calculation (around 38 days).

图 248: 中间步骤（tapprox 为 38 天）瞬态阶段的地下水渗流场

Figure 249(第 252 页) shows the groundwater flow field for the last time step for the transient flow
calculation. 很明显，整个隧道区域全部冻结，没有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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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180 天后的地下水渗流场

Figure 250(第 252 页) shows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in time for the point in the middle of the tunnel. 可
以看出，温度迅速降至 273 K 左右，此时孔隙水开始结冰。在这个过程中，温度几乎保持恒定且唯一，之

后在所有孔隙水结冰后（在 t = 122 秒时），冰的温度进一步降低。

图 250: 隧道中心的温度随时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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