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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滑坡防治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边坡抗滑桩治理参数的优化设计方法。其包括

以下步骤：边坡土层物理力学参数的确定；抗滑

桩设计参数的确定及受力分析；“m”法确定嵌固

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桩位间距最优系数的确

定；最优桩位间距的确定；抗滑桩内力计算参数

的优化计算。该方法补充与修正了传统抗滑桩计

算参数在大区间上选定的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种

突破现有方法、易于计算且适用性强的新方法，

以实现对抗滑桩在布桩和计算两个层面双重优

化。实践证明，该方法确定的间距在规范所规定

的取值范围内而又精确于某一值，实现了参数优

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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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边坡抗滑桩治理参数的优化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边坡土层物理力学参数的确定：测定边坡坡体土层的物理力学参数c、 γ，并

确定地基比例系数m；

步骤二：抗滑桩设计参数的确定及受力分析，包括以下小步：

1)抗滑桩设计参数的确定

确定桩的受荷段长度h1，嵌固段长度h2；

2)抗滑桩所受总推力的确定

假定每根桩所承受的滑坡推力与被动土压力之差等于桩中心距范围之内的滑坡推力：

P＝PT-Ep                           (1)

式中，P-抗滑桩所受总推力，即抗滑桩总抗滑力，kN；PT-桩前滑坡推力，kN；Ep-桩前被动

土压力，kN；

步骤三：“m”法确定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由下列

(2)(3)式得到：

1)较完整的岩体或硬质黏土岩

σmax＝ρ1·R                           (2)

2)一般土体或严重风化的破碎岩层

σmax＝ρ2·(σp-σa)                        (3)

式中，σmax-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kPa；ρ1-折减系数，取值为0.1～0.5；ρ2-折减系

数，取值为0.5～1.0；R-岩石单轴抗压极限强度，kPa；σp-桩前岩土体作用于桩身的被动土

压应力，kPa；σa-桩后岩土体作用于桩身的主动土压应力，kPa；

步骤四：桩位间距最优系数的确定：桩位间距最优系数Ms由式(4)(5)确定：

桩底简化为自由端时，

式中，Ms-桩位间距最优系数；m-地基比例系数，kN/m4；E-抗滑桩弹性模量，MPa；α-桩的

变形系数，m-1， BP为桩正面计算宽度，矩形桩BP＝B+1，圆形桩BP＝0.9×(B+

1)，B为桩横截面宽度或直径；I-桩截面惯性矩，m4；Ai、Bi、Ci、Di-i∈[1,4]，随桩的换算深度

而异的m法的影响函数值，其中带上标h2表示桩柱底端值；

步骤五：最优桩位间距的确定：在桩长相等、截面尺寸相同的条件下，由式(6)确定相邻

两桩位的最优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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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op-相邻两桩位最优间距，m；Ks-安全系数；P-抗滑桩所受总推力，即抗滑桩总抗

滑力，kN；

步骤六：抗滑桩内力计算参数的优化计算：桩柱内力计算参数的优化计算如下：

式中，My、Qy-锚固段桩身任一截面的弯矩，kN·m、剪力，kN；xA、φA、MA、QA-滑动面处桩的

位移，m、转角，rad、弯矩，kN·m、剪力，kN；

当桩底为自由端时，MA、QA、xA、φA由式(8)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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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边坡抗滑桩治理参数的优化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滑坡防治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边坡抗滑桩治理参数的优化设计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日益增长，促使越来越多的工业

与民用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市政工程、道路工程及桥梁工程等大型设施的兴建，大量的边

坡工程以及其稳定性评价问题已成为工程建设领域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大量的工程建

设也促使滑坡治理技术措施得到了相应的完善与发展，更多的治理技术与措施已在滑坡治

理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抗滑桩作为重要的滑坡治理技术措施之一，也广泛地应用

于滑坡治理工程实践之中。

[0003] 抗滑桩是穿过滑体深入于滑床的桩柱，用以抵抗滑体下滑动力的边坡加固、支挡

结构，起稳定边坡的作用，是一种边坡抗滑处理的主要措施。抗滑桩的作用机理是利用锚固

段在稳定地层的锚固作用和被动抗力来平衡坡体的下滑推力。对比土钉锚杆、抗滑挡墙等

其他滑坡防治措施，抗滑桩主要有以下优点：①抗滑性能良好，桩柱本身抗弯及抗剪刚度

大，能抵抗很大的下滑推力；②施工安全性能强，施工对周围地层的扰动范围小，不易恶化

滑坡状态，可用于抢修工程；③圬工数量小，治理工程成本低，经济合理；④能进一步核实地

质条件，及时修正原设计方案；⑤可以与土钉、锚杆等其他边坡治理措施灵活配合。由于抗

滑桩在治理滑坡及维护边坡稳定上的突出优点，使抗滑桩广泛应用于矿山边坡、铁路、公路

滑坡、工业与民用建筑基坑支护、港口等边坡工程中，因而如何对抗滑桩治理参数进行优化

设计与施工，尤其是抗滑桩桩间距的优化设计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并已成为抗滑桩设计与

施工领域所面临和解决的重要关键问题。

[0004] 桩间距是抗滑桩设计时的一个重要指标，桩间距过大可能会造成抗滑作用失效，

桩间距过小又易造成投资增加，所以合理的最优桩间距在抗滑桩治理工程实践中是一个重

要的设计参数。目前确定抗滑桩最优间距的主流方法是不同假设条件下土拱效应分析法。

该方法是在对边坡工程中抗滑桩间土拱效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以桩间静力平衡条件、

跨中截面强度条件以及拱脚处截面强度条件共同控制来确定桩间距。然而该方法没有考虑

抗滑桩内力分布条件与变形协调条件，有很大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补充与修正上述传统抗滑桩在选定设计参数精准性方面的局限与不足，本发

明旨在寻求一种突破现有传统、易于计算且普适的新方法，以实现对抗滑桩在布桩和计算

两个层面双重优化，达到对滑坡灾害进行科学、有效的治理目标。

[0006] 本发明是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边坡抗滑桩治理参数的优化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边坡土层物理力学参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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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二：抗滑桩设计参数的确定及受力分析；

[0010] 步骤三：“m”法确定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

[0011] 步骤四：桩位间距最优系数的确定；

[0012] 步骤五：最优桩位间距的确定；

[0013] 步骤六：抗滑桩内力计算参数的优化计算。

[0014] 所述步骤一中，根据《边坡工程勘察规范》(YS5230—1996)及《土工试验规程》

(SL237—1999)对待测定的边坡进行系统的勘察、试验及调查测绘，运用岩土原位试验或室

内土工试验综合测定边坡坡体土层的物理力学参数(c、 γ)。并根据《滑坡防治工程设计

与施工技术规范》(DZ/T  0219—2006)“附录C”查表确定地基比例系数m。

[0015] 所述步骤二包括：

[0016] 1)抗滑桩设计参数的确定

[0017] 为了使桩间滑体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在下滑力作用下不致从桩间挤出，并且桩间

土体与两桩侧面所产生的摩阻力不小于桩间的滑坡推力，桩的平面布置应满足合适的间

距；合适的嵌固深度及桩长可以保证抗滑桩传递到滑动面以下地层的侧壁应力不大于地层

的侧向容许抗压强度。根据《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Z/T  0219—2006)，结合

上述原则、工程地质资料和设计要求，确定桩的受荷段长度h1，嵌固段长度h2。

[0018] 2)抗滑桩所受总推力的确定

[0019] 抗滑桩的设计荷载主要如下：①单桩承受的滑坡推力，作用于滑面以上部分的桩

背上，可假定与滑面平行；②桩前被动土压力。一般假定每根桩所承受的滑坡推力与被动土

压力之差等于桩中心距范围之内的滑坡推力：

[0020] P＝PT-Ep    (1)

[0021] 式中，P-抗滑桩所受总推力，即抗滑桩总抗滑力(kN)；PT-桩前滑坡推力(kN)(应按

不同的滑动面类型选择相应的计算公式确定，具体见《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附录A”)；Ep-桩前被动土压力(kN)。

[0022] 所述步骤三中，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即保证桩柱安全、正常工作所允许承

受的最大应力值，抗滑桩工作应力不超过该值时，该桩柱是安全的，同时也是抗滑桩最优设

计参数确定过程中的基本数据。根据抗滑桩所在土层的结构、构造及力学性质的不同，嵌固

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可由规范《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Z/T  0219—2006)

中的下列(2)(3)式得到：

[0023] 1)较完整的岩体或硬质黏土岩

[0024] σmax＝ρ1·R    (2)

[0025] 2)一般土体或严重风化的破碎岩层

[0026] σmax＝ρ2·(σp-σa)    (3)

[0027] 式中，σmax-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kPa)；ρ1-折减系数，取决于岩土体裂隙、

风化及软化程度，沿水平方向的差异性等，一般为0.1～0.5；ρ2-折减系数，取决于土体结构

特征和力学强度参数的精度，宜取值为0.5～1.0；R-岩石单轴抗压极限强度(kPa)；σp-桩前

岩土体作用于桩身的被动土压应力(kPa)；σa-桩后岩土体作用于桩身的主动土压应力

(kPa)。

[0028] 所述步骤四中，定义Ms为桩位间距最优系数，表示抗滑桩在单位下滑推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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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产生的应力，由式(4)(5)确定：

[0029]

[0030] 以桩底简化为自由端为例，

[0031]

[0032] 式中，Ms-桩位间距最优系数；m-地基比例系数(kN/m4)，由《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

工技术规范》(DZ/T  0219—2006)“附录C”查表确定；E-抗滑桩弹性模量(MPa)；α-桩的变形

系数(m-1)， BP为桩正面计算宽度，矩形桩BP＝B+1，圆形桩BP＝0.9×(B+1)，

B为桩横截面宽度或直径；I-桩截面惯性矩(m4)；Ai、Bi、Ci、Di-i∈[1,4]，随桩的换算深度而

异的m法的影响函数值(查表求得，表见《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2007)

表P.0.8)，其中带上标h2表示桩柱底端值。

[0033] 所述步骤五中，在保证抗滑结构安全稳定的前提下，为避免设计中的浪费，缩短施

工工期，以达到结构安全性与经济合理性的平衡与协调，在桩长相等、截面尺寸相同的条件

下，可以由式(6)确定相邻两桩位的最优间距：

[0034]

[0035] 式中，sop-相邻两桩位最优间距；σmax-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kPa)；Ks-安全系数，取

值见《边坡工程勘察规范》(YS5230—1996)中表8.1.3关于边坡稳定性系数的取值；P-抗滑

桩所受总推力，即抗滑桩总抗滑力(kN)。

[0036] 所述步骤六中，在最优桩位间距确定之后，即可进行桩柱内力计算参数的优化计

算(具体推导见本发明基本原理2)：

[0037]

[0038] 式中，My、Qy-锚固段桩身任一截面的弯矩(kN·m)、剪力(kN)；xA、φA、MA、QA-滑动面

处桩的位移(m)，转角(rad)，弯矩(kN·m)，剪力(kN)。当桩底为自由端时，MA、QA、xA、φA由式

(8)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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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本发明方法的理论基础如下：

[0041] 原理1最优桩位间距及最优计算宽度公式推导

[0042] 令

[0043] 则桩身侧向应力可表示为

[0044]

[0045] 根据规范要求，σy≤σmax，取极限状态σy＝σmax，由嵌固端内力图σy图(见图3)可知，

当y＝h2时，σy达到最大值，即σy＝σmax，故由 即得式(3)

[0046]

[0047] 其中，ν＝ζxA1+ζφB1+C1、u＝ξxA1+ξφB1+D1，则

[0048]

[0049] 定义Ms为桩位间距最优系数， 并根据《边坡工程勘察规

范》(YS  5230—1996)中表8.1.3关于边坡稳定性系数的取值确定微型群桩的安全系数Ks，

给微型群桩稳定性评价赋予一定的安全储备，最终可得最优桩位间距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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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原理2“m”法计算抗滑桩内力

[0052] 弹性桩的变形包括桩体本身的位置变动和弯曲变形，在“m”法中，桩的变形系数

时，桩顶(锚固段)受水平荷载的挠曲微分方程为

[0053]

[0054] 式中，myBPx-地基作用于桩上的水平抗力，对于“m”法，上述挠曲微分方程对锚固

段成立的条件是滑面处的地基系数零。

[0055] 此为四阶线性变系数齐次微分方程，用幂级数展开后进行近似求解，换算整理后

得

[0056]

[0057] 式中：xy、My、Qy-锚固段桩身任一截面的位移(m)，弯矩(kN·m)，剪力(kN)；xA、φA、

MA、QA-滑动面处桩的位移(m)，转角(rad)，弯矩(kN·m)，剪力(kN)；Ai、Bi、Ci、Di-i∈[1,4]，

随桩的换算深度而异的m法的影响函数值(查表求得，表见《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JTG  D63—2007)表P.0.8)，其中带上标h2表示桩柱底端值。

[0058] 上式为“m”法的一般公式，计算时必须先求得滑面处的xA和φA，才能求桩身任一截

面的位移、转角、弯矩、剪力和地基土对该截面的侧向应力。为此，需要根据柱底简化为自由

端、铰支端和固定端三种边界条件确定，现以柱底自由端为例说明。

[0059] 当桩底为自由端时，MB＝0、QB＝0、φB≠0、xB≠0，将MB＝0、QB＝0代入式(7)的第3、4

式，联解得

[0060]

[0061] 将上述各种边界条件下相应的xA和φA代入式(9)，即可求得滑动面以下桩身任一

截面的变位和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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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本发明采用的方法是取内力极限状态，即抗滑桩在下滑推力及桩前抗力作用下桩

柱产生的最大应力等于由桩身所在土层的参数计算确定的最大侧向压力值，从桩身内力入

手反向推导其设计参数，进而确定抗滑桩的最优间距。该方法补充与修正了传统抗滑桩计

算参数在大区间上选定的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种突破现有方法、易于计算且适用性强的新

方法，以实现对抗滑桩在布桩和计算两个层面双重优化。实践证明，该方法确定的间距在规

范所规定的取值范围内而又精确于某一值，实现了参数优化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64] 图1本发明流程图；

[0065] 图2抗滑桩设计荷载示意图；

[0066] 图3抗滑桩锚固段应力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7] 某工程位于某路K9+590～K10+010段路面右侧边坡。经工程地质勘察，该区域为崎

岖、狭窄的山地，施工环境恶劣，大型机械台班进出难度大，且地层土质疏松，灵敏度高。经

过综合测评，该处适宜采用本发明所提出的微型群桩布桩法。下面结合该工程来加以详细

论述其可行性，以说明其实际意义和价值。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68] 步骤一：滑坡土层物理力学参数的确定

[0069] 由《边坡工程勘察规范》(YS5230—1996)及《土工试验规程》(SL237—1999)对待测

定的边坡进行系统的勘察、试验及调查测绘，运用岩土原位试验或室内土工试验综合测定

边坡坡体土层的物理力学参数(c、 γ)。并根据《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DZ/T  0219—2006)“附录C”查表确定地基比例系数m，详见表1。

[0070] 表1坡体设计参数

[0071]

[0072] 步骤二：抗滑桩设计参数的确定及受力分析

[0073] 1)抗滑桩设计参数的确定

[0074] 为了使桩间滑体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在下滑力作用下，不致从桩间挤出，并且桩间

土体与两桩侧面所产生的摩阻力不小于桩间的滑坡推力，桩的平面布置应满足合适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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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合适的锚固深度及桩长可以保证抗滑桩传递到滑动面以下地层的侧壁应力不大于地层

的侧向容许抗压强度。

[0075] 根据《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中，结合上述原则、工程地质资料和设

计要求确定桩的平面布置、桩间距、桩长、及锚固段长度，具体见表2。

[0076] 表2桩的设计参数

[0077]

[0078] 2)抗滑桩所受总推力的确定

[0079] 抗滑桩的设计荷载(受力示意图见图2)主要如下：①单桩承受的滑坡推力，作用于

滑面以上部分的桩背上，可假定与滑面平行；②桩前被动土压力。一般假定每根桩所承受的

滑坡推力与被动土压力之差等于桩中心距范围之内的滑坡推力：

[0080]

[0081] P＝PT-Ep＝4000-3889.23＝110.77kN/m    (1)

[0082] 式中，P-抗滑桩所受总推力，即抗滑桩总抗滑力(kN)；PT-桩前滑坡推力(kN)(应按

不同的滑动面类型选择相应的计算公式确定，具体见《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附录A”)，计算步骤复杂，此处省略；Ep-桩前被动土压力(kN)。

[0083] 步骤三：“m”法确定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

[0084] 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即保证桩柱安全、正常工作所允许承受的最大应力

值，抗滑桩工作应力不超过该值时，该桩柱是安全的，同时也是最优参数确定过程中的基本

数据。根据抗滑桩所在土层的结构、构造及力学性质的不同，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可

由规范《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Z/T  0219—2006)中的式(2)(3)得到：

[0085]

[0086]

[0087] 式中，σmax-嵌固段土层最大侧向压力值(kPa)；ρ2-折减系数，取决于土体结构特征

和力学强度参数的精度，宜取值为0.5～1.0；σp-桩前岩土体作用于桩身的被动土压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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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a)；σa-桩后岩土体作用于桩身的主动土压应力(kPa)。

[0088] 步骤四：桩位间距最优系数的确定

[0089] 定义Ms为桩位间距最优系数，表示微型群桩在单位下滑推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应

力，由式(4)(5)确定：

[0090]

[0091] 以桩底简化为自由端为例，

[0092]

[0093] 式中，Ms-桩位间距最优系数；m-地基比例系数(kN/m4)，由《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

工技术规范》(DZ/T  0219—2006)“附录C”查表确定；E-抗滑桩弹性模量(MPa)；α-桩的变形

系数(m-1)， BP为桩正面计算宽度，矩形桩BP＝B+1，圆形桩BP＝0.9×(B+1)，

B为桩横截面宽度或直径；I-桩截面惯性矩(m4)；Ai、Bi、Ci、Di-i∈[1,4]，随桩的换算深度而

异的m法的影响函数值(查表求得，表见《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2007)

表P.0.8)，其中带上标h2表示桩柱底端值。

[0094] 步骤五：最优桩位间距的确定

[0095] 在保证抗滑结构安全稳定的前提下，为避免设计中的浪费，缩短施工工期，以达到

结构安全性与经济合理性的平衡与协调，在桩长相等、截面尺寸相同的条件下，可以由式

(6)确定相邻两桩位的最优间距：

[0096]

[0097] 式中，sop-相邻两桩位最优间距；σmax-土层允许侧压力；Ks-安全系数，取值见《边坡

工程勘察规范》(YS5230—1996)中表8.1.3关于边坡稳定性系数的取值，本例取1.05；P-抗

滑桩所受总推力，即抗滑桩总抗滑力(kN)。

[0098] 步骤六：抗滑桩内力计算参数的优化计算

[0099] 在最优桩位间距及截面最优计算宽度确定之后即可进行桩柱内力计算参数的优

化计算：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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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式中：My、Qy-锚固段桩身任一截面的弯矩(kN·m)、剪力(kN)；xA、φA、MA、QA-滑动面

处桩的位移(m)，转角(rad)，弯矩(kN·m)，剪力(kN)。当桩底为自由端时，MA、QA、xA、φA由式

(8)求得：

[0102]

[0103] 表3内力计算结果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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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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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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