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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高层建筑地基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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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复杂地质条件下高层建筑的地基处理问题，本文基于通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结合铜陵置地财富广场

一期高层住宅工程，完成了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基础分析及设计。在相同的上部荷载作用下，主要研究了四种地基

状态下基础沉降及地基土的应力分布规律，据此筛选出最优地基处理方案，希冀为同类工程的地基施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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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oundation Treatment of High-rise Building under
Complicated Geolog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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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for a foundation treatment of high-rise building under complicated geologic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completed the foundation analysis and design for Land and Fortune Plaza in Tongling under complicated geological
conditions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baqus. The laws of subsoil subsidence in four states and stress distribution
were studied mainly with the same upper loads to screen out an optimal foundation treatment schem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 simila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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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技术手段的限制，对带有溶洞地基的评价多是基于规范[1,2]要求的定性评价，对岩溶地

基处理方法的评价多是经验性的，故为了确保结构安全，对于落在建筑物范围内的溶洞，大多数的

场地岩土勘察报告都要求进行处理，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目前，对溶洞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填

堵法、跨越法、注浆法、桩支撑法以及综合法等[3-6]。为了保证溶洞处理措施的有效性，同时最大程

度的减少浪费，如何快速确定地基处理方案是值得研究的。

当处理后地基的变形规律与无溶洞情况下地基变形规律及形态一致时，则认为地基处理的方法

是有效和安全的。本文基于此思想，结合铜陵置地财富广场一期高层住宅 2#楼工程，根据其所处的

场地溶洞的具体情况,建立三维空间模型，利用有限元法，考虑地基-基础相互作用，研究地基处理方

案及可靠性，为结构安全提供直观、可靠的数据依据。

1 工程概况

铜陵置地财富广场一期高层住宅 2#楼为 100 m高

层剪力墙住宅，位于安徽省铜陵市。根据场地岩土工

程勘察报告，在 2#建筑下部地基土中⑤-1层灰岩中存

在层厚 1.407.50 m 的溶洞或土洞，充填有泥浆、软

塑～流塑状态的粘性土、松散砂及碎石等，灰岩洞存

在溶洞（充填淤泥等）和软弱土夹层，无灰岩顶板，

溶洞是否封闭无法确定，溶洞和软土夹层距箱基基

底距离约为 12.50~21.00 m。溶洞与 2#楼的位置关

系如图 1所示。此外，根据文献[7]采取对溶洞进行局部处理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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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钻孔点、溶洞与主楼位置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drill holes, caves
and the main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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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种条件，经过对桩基础、筏板基础、箱型基础等多种基础方案的分析及讨论，综合考虑上

部结构墙体分布及地下室功能情况，为保证结构的整体性、减小地基对上部结构的不利影响，确定

采用整体刚度较大的箱型基础。图 2~3给出了相关地质剖面。

图 2 工程地质剖面图（E-E’） 图 3 工程地质剖面图（F-F’）
Fig.2 The geological profile of the project (E-E’) Fig.3 The geological profile of the project (F-F’)

2 有限元分析

基于通用有限元软件Abaqus，考虑地基-基础的相互作用，分别对四种地基情形的应力状态、沉

降变形进行了分析。下文分别描述。关于模型尺寸、荷载等基本计算参数选取如下：

（1）地基土模型尺寸为100×60×30 m（长×宽×高）；

（2）在一层的剪力墙上施加通过Jccad读取的上部结构荷载，同时施加箱型基础自重及其他地

下室活荷载；

（3）地基土采用摩尔库伦塑性模型，摩擦角、膨胀角和粘结力参考地勘报告的标准值[7]，各层

地基土参数详下表1。
表 1 各土层计算参数

Table 1 Calculation parameters of each layer
土层名称

Soil layers
弹性模量/MPa

Elasticity modulus
摩擦角/°

Frictional angle
膨胀角/°

Expansion angle
粘聚力/kPa
Cohesion

②层粘土 26 14.9 14.9 65.5
④层粘土 63 10.8 10.8 93.4
淤泥土 3 5 5 5
灰岩 200

2.1 不同地基土条件下的有限元模型

为了分析清地基土中溶洞对基础的影响，考虑了四种地基土情况，在上部结构荷载作用下，分

析地基土的应力状态及基础的沉降变形。图4给出了四种地基土下整体模型，图5给出了四种地基土

的模型剖面图，图6给出了上部结构及基础的模型。对用桩对溶洞进行加固处理的情况，冲孔桩直径

800 mm，桩的承载力设计值[8]为4000 kN，对应的沉降量分别考虑5 cm，即弹簧刚度k1=8×107N/m。

a. 地基土中有溶洞 The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b. 地基土中有溶洞填充淤泥等 The karst cave filled with silt and so on in foundation soil;
c. 地基土中无溶洞 No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d. 有溶洞且补桩 The pile were applied to the karst cave.

图 4 不同地基土条件下的整体有限元模型

Fig.4 The overall finite element model under different soil conditions

a. 地基土中有溶洞 The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b. 地基土中有溶洞填充淤泥等 The karst cave filled with silt and so on in foundation soil;
c. 地基土中无溶洞 No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d. 有溶洞且补桩 The pile were applied to the karst cave.

图 5 地基土有限元模型剖面

Fig.5 Finite Element sections of foundation soil图5地基土有限元模型中的椭圆洞代表溶洞，椭圆填充部分代
表淤泥，宽16 m，高7 m，长度方向贯通整个模型。

a a dc

db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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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础及上部结构有限元模型

Fig.6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foundation and the superstructure

2.2 分析结果

2.2.1 基础沉降 图7给出了基础底面沉降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地基中存在溶洞、且不对溶洞进

行任何处理时，基础的沉降分布规律一致，均在有溶洞一侧沉降较大。地基土中不存在溶洞时，基

础沉降分布比较规律，沉降呈现中间大周边逐渐减小的分布趋势。当对地基土中的溶洞进行加桩处

理后，基础沉降分布规律与地基土不存在溶洞类似，区别在于结构沉降变形略偏向上部结构的一侧。

图8结构平面中间处土体沉降剖面，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规律。

a. 地基土中有溶洞 The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b. 地基土中有溶洞填充淤泥等The karst cave filled with silt and so on in foundation soil

c. 地基土中无溶洞 No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d. 有溶洞且补桩 The pile were applied to the karst cave
图 7 底板平面沉降分布图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baseboard plane’s settlement

a. 地基土中有溶洞 The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b. 地基土中有溶洞填充淤泥等The karst cave filled with silt and so on in foundation soil

c. 地基土中无溶洞 No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d. 有溶洞且补桩 The pile were applied to the karst cave
图 8 基础剖面沉降分布图（沿中间平面纵向剖面）

Fig.8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asic section’s settlement (longitudinal section along the middle plane)
2.2.2 地基土应力分布 图9给出了四种情况下结构平面中间剖面处土体压应力的分布情况。图示结果

表明，地基土中存在溶洞时，溶洞阻断了土体压应力的有效传递，即便溶洞中充满淤泥等强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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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填充物时，亦受到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因此，溶洞的稳定性及上部荷载有效的传递对结构沉降变

形有着重要意义，故应选用加固地基土中溶洞的方案。此外，从基础的变形规律可以看出，采用桩

对溶洞局部加固后地基的变形规律相似，因此选取对溶洞进行局部加固的方案即可。

2.2.3 加固地基土中溶洞方案的进一步优化 为了使使基础沉降更为均匀，对溶洞补桩的方案进行进

一步优化，即：调整桩刚度，使基底沉降更为趋于均匀，因此，对冲孔桩的线刚度进行调整。冲孔

桩直径800 mm，桩的承载力设计值为4000 kN，对应的沉降量分别考虑5 cm和8 cm两种情况，即弹

簧刚度k1=8×107N/m和k2=5×107N/m。计算后，两种情况下的沉降及应力对比如图10~13。

a. 地基土中有溶洞 The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b. 地基土中有溶洞填充淤泥等The karst cave filled with silt and so on in foundation soil

c. 地基土中无溶洞 No karst cave in the foundation soil; d. 有溶洞且补桩 The pile were applied to the karst cave
图 9 基础剖面竖向应力分布图（沿中间平面纵向剖面）

Fig.9 Vertical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basic section (longitudinal section along the middle plane)

(a) 弹簧刚度k1The spring stiffness k1 (b) 弹簧刚度k2The spring stiffness k2
图 10 底板平面沉降分布图

Fig.10 The distribution of baseboard plane’s settlement

(a) 弹簧刚度k1The spring stiffness k1 (b) 弹簧刚度k2The spring stiffness k2
图 11 基础剖面沉降分布图（沿中间平面纵向剖面）

Fig.11 Distribution of base section settlement (longitudinal section along the middle plane)

(a) 弹簧刚度k1The spring stiffness k1 (b) 弹簧刚度k2The spring stiffness k2
图 12 基础剖面塑性应变分布图

Fig.12 Distribution of plastic strain in basic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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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弹簧刚度k1The spring stiffness k1 (b) 弹簧刚度k2The spring stiffness k2
图 13 基础剖面竖向应力分布图（沿中间平面纵向剖面）

Fig.13 Vertical stress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basic section (longitudinal section along the middle plane)
从图示结果可以看出，降低桩刚度后，基础的沉降特点更趋于地基土中无溶洞的情况，而对土

体的应力分布、土体可能出现塑性区无明显影响。

2.3 最终地基处理方案

根据上述计算分析研究，选择溶洞区域进行补桩的方案，控制桩身有效刚度，确保结构沉降的

均匀性。最终地基处理方案详图14所示。

图 14 最终基础方案

Fig.14 The final foundation plan

3 结 论

（1）针对本工程的特点，保证溶洞周边土（岩）体不垮塌是处理溶洞的关键。故对四种地基情

况进行了地基-基础-上部结构相互作用分析，研究上部荷载用下各情况地基的变形和应力的规律。分

析结果表明，采用补桩对溶洞加固的地基，其变形规律与无溶洞地基变形规律一致，对溶洞进行局

部加固的方案是可行的；

（2）基于通用有限元软件Abaqus进行地基-基础共同作用分析，弥补了常规设计软件无法分析

的缺点，其分析结果的直观表达为工程人员提供了判断的便利性；

（3）根据溶洞情况，合理的选择基础方案，可以较大程度降低地基处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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