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卷第 6期                                岩    土    力    学                                 Vol.23 No.6 
2002年 12月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Dec. 2002 

 
收稿日期：2001-11-16 
作者简介：李允忠，男，1973 年生，硕士，主要从事软土基坑的设计研究工作。 

文章编号：1000－7598－(2002) 06－08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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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基坑开挖及降水过程中，基坑周围土体孔隙水压力的变化过程，根据现场量测数据进行了分段线性拟合，得

到了土体中孔隙水压力的变化规律。并对基坑周围土体孔隙水压力的变化机理及过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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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law of pore water pressure  
during foundation pit exca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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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ariation of pore water pressure around foundation pit induced by excavation and dewatering is discussed; and fitted 

curve is created based on in-situ measured data. The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variation of pore water pressure around foundation pit 

are also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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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孔隙水压力的变化反映了

基坑周围土体中渗流场与应力场的变化，它不仅影

响支护结构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分析，而且还可反映

基坑支护结构物及止水帷幕的整体隔水性能。通过

观测基坑周围孔隙水压力的变化幅度和趋势，可以

定性地分析和评价基坑止水帷幕的隔水效果。目前

国内外对基坑开挖引起的基坑周围的孔隙水压力动

态变化研究较少，黄院雄[1]等提出在基坑设计时，

应采用水土分算原则，并引进了一个小于 1.0 的折

减系数计算水压力。黄宏伟[2]等用非线性数学模型，

模拟孔隙水压力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对一个基坑

工程周围孔隙水压力现场量测结果进行了初步的分

析，研究了在不同深度处基坑开挖对孔隙水压力动

态影响的变化规律。 

2 孔隙水压力测试 

贵州六盘水市某建筑物基坑开挖深度 8.7 m，最

深处达 10.4 m，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埋设了孔压计量

测土体孔隙水压力的变化。 

2.1  场区内的主要地质条件 

（1）杂填土（Qml）。由灰渣、粘土、块石碎石

组成，松散，厚度为 0~1.80 m。（2）耕土（Qpd）。 含

砂，分布较广，厚度 0.5~0.8 m。（3）粘土（Qal）。

含多层砂夹层，分布广，厚度 1.2 ~10.50 m。（4）

白云质灰岩（C1b）。节理、裂隙发育，岩石破碎，

与上覆土层有水力联系。 

2.2  水文地质条件 

场地内地下水埋深较浅，地下水水位在地面以

下 2.5～3.0 m之间，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水和

岩溶裂隙水。 

2.3  设计方案 

基坑设计支护方案是采用搅拌桩支护加放坡。

在基坑开挖线周边设 3 排φ 500 mm的水泥搅拌桩，

其功能是在起到挡土作用的同时，又形成竖向止水

帷幕，阻止基坑外土层中的地下水流入基坑。设计

放坡坡度为 1：1，通过采用搅拌桩与放坡相结合的

DOI:10.16285/j.rsm.2002.06.038



                                             岩   土   力   学                                     2002 年 

方法达到稳定边坡的目的。为阻止基坑外地下水流

入基坑设计了两类注浆孔，第一类注浆孔布置在坑

壁水泥搅拌桩上，注浆深度为基岩面至搅拌桩底，

目的是阻断基坑内与基坑外的基岩裂隙水联系通

道。第二类注浆孔布置在基坑开挖平面范围内，注

浆深度为基岩，目的是堵住基坑底面以下基岩裂隙

水涌入基坑。 

基坑开挖方式为分层开挖，每层开挖厚度 2.0 

m。采用反铲式挖土机取土，自北向南进行。开挖

后的坡面喷射 C20 混凝土防护。 

开挖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坑开挖进度与时间的关系 

Fig.1  Time of evolution of foundation pit excavation 

 

对于基坑内的地下水，每层开挖时首先在周边

挖排水沟，并在基坑北部挖集水坑，利用潜水泵排

水。 

2.4  孔隙水压力量测过程及结果 

基坑平面示意图如图 2 所示：（ZK1, ZK2 为埋

设孔隙水压力探头钻孔位置，L1~L6 为开挖过程中

发现的主要漏水点。） 
 

 
图 2  基坑平面示意图 

Fig.2  The sketch map of foundation pit 

 

在基坑外侧 5.0 m的位置，在 1 号钻孔 ZK1 与

2 号钻孔 ZK2 的不同深度埋设孔隙水压力探头，量

测基坑开挖及降水过程中的土体孔隙水压力。 

在 ZK1 中埋设孔隙水压力计 2 个，1# 探头埋设

深度为 4.5 m，2# 探头埋设深度为 8.5 m；在 ZK2

中埋设孔隙水压力计 2 个，3# ，4# 。3# 探头埋设深

度为 4.5 m，4# 探头埋设深度为 8.0 m。 

孔隙水压力变化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不同深度处孔隙水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Fig.3  Time evolution of pore water pressure at 

 different depth 

 

根据量测的孔隙水压力变化结果，分段绘制各

处的孔隙水压力变化趋势曲线，得到孔隙水压力变

化趋势曲线如图 4 所示。 

3 实验结果分析 

（1）分析实测结果可知，孔隙水压力最大变化

幅度小于 0.5 kPa，用水头表示即为基坑开挖后与开

挖前的最大水头降低约 0.5 m。从工程的角度分析，

可以认为搅拌桩与注浆相结合进行止水的止水帷幕

的方案是成功的。因此，基坑开挖过程中抽水量比

较小，土层容易疏干，从而大大加快了基坑开挖工 
作的进度。基坑开挖过程中的重点监测对象为距离

基坑东约 20 m的市广场及距离基坑北约 10 m的中

山大街，沉降监测结果分析表明，基坑开挖没有对

其造成不良影响，从而保证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安全。   

从图 3 可以看出，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孔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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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孔隙水压力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曲线 
Fig.4  Time evolution of trend of pore water pressure 

压力还是有所降低，但是变化比较平缓、最后趋于

稳定，分析其变化趋势得出地下水位没有发生突变

的结论。通过水头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孔隙水压力的

变化，实测资料中一天最大水头变化 0.1 m，从图 3，

图 4 可以看出最大降落阶段的水头变化速率约为

0.03 m/d，数值都很小，这也定性证明了基坑止水

方案止水比较成功。 

（2）实测结果中孔隙水压力下降是由于基坑开

挖卸载及施工因素引起的，基坑开挖与降水是一个

动态过程，孔隙水压力变化与基坑开挖的动态过程

紧密相关，受到以下多种因素的影响。 

① 基坑开挖卸载引起基坑周围孔隙水压力的

减小。由于基坑的开挖卸载，引起基坑围护墙体向

基坑开挖面有侧向位移，导致基坑周围土体侧向应

力 3σ 有一个负的增量，即 3σ∆ 减小。 

根据复杂应力状态下的 Skempton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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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µ∆ 为土体中的孔隙水压力增量； 1σ∆ ， 3σ∆
分别为土体中的竖向应力和侧向应力增量；B 为偏

应力增量（ 1σ∆ - 3σ∆ ）和 3σ∆ 共同作用下的孔隙水

压力系数；A为受（ 1σ∆ - 3σ∆ ）影响的孔隙水压力

系数。 

对于饱和粘土，B 的值为 1.0； 正常固结粘土

A 的值为 0.7～1.0；超固结粘土 A的值为 0.25～0.7。

所以一般情况下，有（B－A）＞0，对于基坑周围

土体的同一点来说，当 3σ∆ 减小时， µ∆ 减小，即

孔隙水压力随着基坑开挖卸载而减小。 

② 孔隙水压力的降低主要是由基坑开挖后的

水头差引起的。因为在基坑施工过程中，基坑内外

的水头差越来越大，止水帷幕不可能完全隔断基坑

内外地下水的联系通道，止水帷幕局部的渗漏，造

成基坑外地下水流入基坑，致使基坑外孔隙水压力

降低。 

分析孔隙水压力变化与基坑开挖工况的关系，

孔隙水压力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如图 3，

图 4 所示。在基坑开挖初期（30 d之前）及基坑开

挖后期（50 d 之后），孔隙水压力变化均较小，小于

约 1.0 kPa。在基坑开挖中期(30～50 d)，孔隙水压

力变化较大，1# ，3# 探头所测孔隙水压力变化约

2.5 kPa；3# ，4# 探头所测孔隙水压力变化约 3.0 kPa。

但总的来说，孔隙水压力变化幅度较小，说明基坑

止水较为成功。 

基坑地层主要为粘土，渗透性较差，但由于粘

探头 

探头 

探头 

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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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含有多层砂夹层，局部可形成与下覆基岩的过

水通道，进而与漏水点相联系，并且随着基坑开挖

深度的不断增加，基坑内外的水头差越来越大。30 d

之前孔隙水压力变化速率较小，因为此期间主要是

进行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开挖工作，开挖最大深度在

4.0～5.0 m之间，坑内地下水降落幅度不大。基坑

内外水头差比较小，并且基坑外部土层中的地下水

经漏水点流向基坑内的路径较长，所以基坑外土层

中的孔隙水压力变化较小。50 d之后孔隙水压力变

化速率较小，主要是因为此时基坑部分已经开挖至

设计标高，基坑内外的水头差基本保持不变，同时

基坑内几个主要漏水点的位置已经确定，对其进行

了止堵措施，效果明显，所以孔隙水压力变化趋于

平稳。30～50 d 这段时间，孔隙水压力变化较大，

主要因为此期间是进行基坑第三层与第四层的开

挖，开挖深度在 4.0～9.0 m，此深度内地下水降落

幅度较大，造成基坑内外水头差不断增加，并且漏

水点地下水出漏路径逐渐减小，而漏水点的位置又

没有确定，无法采取止堵措施，致使基坑外部地层

地下水经漏水点流向坑内，造成其孔隙水压力变化

速率相对较大。 

③ 进一步分析图 3，图 4 中孔隙水压力变化曲

线与孔隙水压力计埋置深度的关系，可以看出较浅

处孔隙水压力变化幅度小于深处孔隙水压力变化幅

度。孔隙水压力计 1# 、3# 所测基坑开挖前后孔隙

水压力降低 3.0～3.5 kPa，2# ，5# 所测基坑开挖前

后的孔隙水压力降低 4.0～4.5 kPa。分析其变化趋

势，30 d 前浅层土体与深层土体中的孔隙水压力变

化基本一致，但随着时间及基坑开挖深度的增加，

浅层中土体的孔隙水压力变化速率逐渐小于深层土

体中的孔隙水压力变化速率，最后变化均趋于平缓。 

图 5 为当基坑开挖降水时，基坑周围渗流场的

流网示意图。可以看出，基坑周围浅层土体中的等

势线比较平缓，越靠近基坑底部，等势线坡度越陡，

即在基坑周围深部的水头损失大于浅部的水头损

失。以图中 A、B 两点为例，在基坑施工前，地下

水是静止的，等势线是水平的，即 B 点的水头等于

B ′′ 点的水头，基坑施工时，由于地下水的流动，B

点的水头等于B′ 点的水头。所以降水前后 B 点的水

头变化为 )( BB ′−′′∆ = bH∆ ，同理 A点的水头变化

为 aH∆ ，如图 5 所示，由水头等势线的坡度分布分

析得到基坑底部 B 点处的水头变化 bH∆ 明显大于

浅部 A点出的水头变化 aH∆ 。孔隙水压力的变化即

是水头的变化，因此这也就反映了深层土体的孔隙

水压力减小幅度大于浅层土体中孔隙水压力减小幅

度。 

 

 
图 5   基坑流网示意图 

Fig.5  Flow nets of seepage field around foundation pit 

 

此外，文献[1]根据上海地区经验，不同深度土

体中的孔隙水压力系数 A值不同。因为表层土的压

缩性一般远大于深层土的压缩性，即表层土的压缩

系数一般远大于深层土的压缩系数，因而认为深层

土的 A 值要小于浅层土 A 值，即 A 浅≥A 深≥0。文

献[1]根据复杂应力状态下的 Skempton 公式，证明

了土层浅处孔隙水压力变化小于深处孔隙水压力变

化。 

④ 从试验结果图 3，图 4 中可以看出，当基坑

开挖至基底设计标高并对基坑漏水点施行止堵措施

后，孔隙水压力的变化速率明显减小，因此在基坑

工程中应该充分重视水的作用，基坑开挖至设计标

高时，要及时进行清底及封底处理。基坑设计中不

仅需要加强止水帷幕的设计，而且需要作好施工中

地下水水害处理措施设计，即工程抢险设计，这在

六盘水市的基坑工程中尤其显得重要。六盘水市位

于峰丛盆地上，上覆土层厚度变化较大，基岩局部

埋深较浅，且裂隙、溶洞发育，与深厚土层中的基

坑开挖相比，地下水的渗漏一般集中在几个主要区

域，对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地下水漏水点采取止堵措

施效果比较明显，有利于基坑开挖工作的顺利进行。 

4   结  论 

基坑开挖引起的孔隙水压力变化，反映了基坑

开挖对围护结构、周围土层及地下水的动态影响，

由于其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及其过程的复杂性，要

建立一个精确模型来描述这种变化是非常困难的。

本文主要是结合一个工程实例进行了一些定性的分

析，得到了几点结论： 

（1）在基坑设计中，应该充分重视地下水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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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D22 硐深 74 m SL30 菱形张裂缝 S L 3  
Fig. 5  Lozenge tension fracture SL3 of PD22 at the depth of 74 m 

 

动带，单个裂缝张开宽度达 5～10 cm。由于岩体松

动，塌顶严重，只得以木柱支撑（图 6）。SL14，

N50°E/SE∠52°(SE140°∠52°)，亦为一显著松

动张开裂缝。在下游支硐 40 m 处可见单缝张开宽

度达 10 cm，沿缝掉块后缝宽为 40 cm左右（图 7）。   

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引张变形实际上并不是正

好沿裂隙面的法线方向张开的，通常位移矢量方向 
   

 
图 6  PD16 主硐 136 m SL13 松动与木柱支撑 

Fig.6  Slackening and prop of SL13 of PD16 at the depth of 133 m 
 

 

图 7  PD16 下游支硐 SL14 松动张开宽 10 cm 
Fig.7  10 cm width fracture of SL14 of PD16 

 

总是向坡外而指向下方。因此，这种位移总是带有

张剪性的力学性质。 

以上 4种变形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拉裂带总

体倾向河流方向，且变形的结果是岩体拉张位移主

矢量以一定的倾角指向河流，这正是岸坡卸荷应力

矢量的方向。可见这些变形模式所反映的正是岸坡

的卸荷特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深裂缝的卸荷变

形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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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治理措施设计，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基坑施工过

程中地下水水害的处理措施，即工程抢险设计部分，

这在基岩埋深较浅，地下水位较高地区的基坑工程

中尤为重要。 

（2）对于基岩埋深较浅地区的基坑开挖，应该

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地下水水害现场止堵措施。由于

基坑的漏水点相对较为集中，现场的止堵措施效果

非常明显，可以显著减缓孔隙水压力的变化速率。 

（3）基坑周围孔隙水压力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施

工阶段对地下水的不同影响，在基坑开挖中应该加

强地下水及孔隙水压力的监测及分析工作，以指导

工程施工。 

（4）由于基坑开挖引起的渗流的影响，基坑周

围浅层土体中孔隙水压力变化速率小于深层土体的

孔隙水压力的变化速率。 

（5）根据六盘水市地质条件，采用三排φ 500

的水泥搅拌桩与桩底土层注浆相结合的竖向止水帷

幕形式具有较好的隔水防渗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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