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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 DeepEX（深基坑工程软件） 

DeepEX 软件用户界面友好，运算稳定，主要用于基坑工程的设计和分析。深基坑设计

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设计人员必须考虑很多未知因素和影响开挖行为的因素。通常来说，

基坑开挖过程中有两种系统必须设计：A)挡土系统，例如，墙（钢板桩，地连墙等）；B)

支撑系统，例如，内外支撑（冠梁，支撑或锚杆）。 

对以上两个系统进行设计是一项很费时的工作，特别是当改变设计参数时。并且，目前

许多软件不能同时进行结构分析和岩土分析。这样导致设计人员必须使用多款软件分别分析

开挖过程和结构系统。除了有限元分析，很少有理论解能够计算复杂地层的土压力。因此，

对于同一个基坑，设计人员必须用不同的名称保存不同计算阶段，这使得整个分析过程费时

费力。DeepEX 解决了以上提到的大多数问题，并且既能进行结构分析又能进行岩土分析。 

DeepEX 的当前版本同时提供了传统的分析方法和弹塑性地基梁方法。虽然传统的分析方法

在准确预测支挡系统真实行为上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它们为验证有限元计算结果是否可

靠，提供了一种对比方法。弹塑性地基梁方法能够更好的得到墙体真实行为。DeepEX 软件

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同时进行传统方法和非线性分析方法，进而节约了大量时间进行有

限元分析。 

1.2 软件安装及其兼容性 

DeepEX 完全兼容 window（OS）XP,Vista7 和 8 系统，硬盘容量 380Mb 以上。 

1.3 技术支持 

通过登录官方网站：www.deepexcavation.com 获得技术支持与服务 

1.4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使用条款/协议许可 

具有法律效应的是双方（使用者和 Deep Excavation 公司）签订的许可协议。通过继续<

打开<下载程序，同意协议条款。（其中包括软件许可证，软件免责声明，以及硬件限制保证“集

体协议”） 

协议许可是用户和 Deep Excavation 公司之间完整的协议，如果您不同意许可协议中的

某些条款，不要选择“继续”。迅速返回或者删除属于 Deep Excavation 公司的软件（光盘

和案例）及其组件。如果您已缴费，可全额退款。 

“软件许可证”适用于所有 DEEP EXCAVATION 程序的版本。 

购买使用许可后可以免费使用 Deep excavation 软件。 

软件许可证，购买 Deep Excavation 软件的价格中包含获得许可证的费用。Deep 

Excavation 公司作为许可方授权给用户许可证，使用者没有独自使用和展示软件复制品的权

利。软件（以下所提的“软件”是指在当地一台单独的电脑上（单独使用一个 CPU））。

任何联网工作，在网络上运行这个程序是被禁止的。您作为使用许可人是严格禁止通过万维

网、email、任何网站、网络工作站、任何多媒体设备、电子设备去管理、使用、转让、分

配、关联、联网、链接或者任意方式操作这个软件，包括但不包括书面材料、结果、输出或

者最终结果，出版未经 Deep Excavation 公司许可的资料。Deep Excavation 公司保留所有未

http://www.deepexcavation.com获得技术支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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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授予许可人的权利。 

软件所有权：作为软件使用许可人。当您更换载有软件的硬件时，Deep Excavation

公司保留了在原始磁盘上记录的软件所有权信息和所有软件后期使用的数据，不管是什么形

式的信息，副本信息都有可能存在。本授权不是原始软件的授权或者副本授权。 

复制或修改权限：所有有版权的产品都是有版权保护的不能随意进行复制，如果拥有

Deep Excavation 公司的书面许可，那么就可以制作一个副本，包括完整的版权公告，免责

声明等。任何未授权的复制是违背许可协议，违背美国版权法的。你不能使用，转让，修改，

复制或复制许可产品或任何部分，除非是在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中明确允许使用。 

作为协议许可者，你可以将软件从一台电脑转移到另一台电脑上，但是软件只能在一

台机器上使用，不能同时多台电脑共同使用。不能通过网络将软件从一台计算机转移到另一

台计算机。你不能将软件的副本分发给其他人。你不得在互联网上,网络上,通过电子邮件,

任何网站、网络、多媒体设备、电子或其他或任何形式的电子媒体上操作、使用、转移、分

发、连接、链接、连接或操作。不可以基于软件进行修改、翻译、反向工程、反编译、分解

或创建派生作品 。此外，在没有事先的书面同意下您不能修改、调整、转换或创建软件自

动生成的书面材料 。 

限制转让：这个软件只对您有授权，被许可人未经 Deep Excavation 公司的书面同意，

不得转让给任何人。软件授权的转让人应当受该软件的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在任何情况下，

你都不能转让、复制、出租、租赁、出售或处置软件，除非是明确提供的协议。 

期限：此终端用户许可协议自您购买之日起生效，向你授权的产品，将持续生效直至

终止。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用户许可协议，将授权产品和所有备份一起销毁 。除此之外，

如果你不遵守协议中的条款或条件，将会终止用户许可协议。在此终止时，你将销毁许可人

的所有副本产品。 

免责声明和有限保证 

软件和配套的书面材料（包括使用限制）如果有的话，就会被提供"原样"但没有任何

形式的担保，这里 Deep Excavation 公司不保证任何软件或书面材料使用及使用结果的正确性、

精准性、可靠性。关于软件的结果和性能的全部风险是由您自己承担。 

Deep Excavation 公司授权的软件在没有任何缺陷等问题的情况下，在 60 天内需支付

费用。 

Deep Excavation 公司的全部责任和你对磁盘或硬件的补救办法是：（1）返还购买全

款，（2）替换硬件。如果由于磁盘或硬件的故障导致事故、滥用或误用，Deep Excavation

不提供更换磁盘、硬件，或者是退款服务。任何替换的磁盘或硬件都可获得 30 天的保修期。 

以上内容是所有问题的唯一保证，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包括但不限于对某一特

定目的的默示保证或适用性，没有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信息或建议。经销商、代理人或雇员可

以以任何方式增加本担保的范围，但您不得依赖任何此类信息或建议。 

在使用或不能使用该产品的情况下不管是 Deep Excavation 公司还是任何涉及到产品

的人，或者购买产品的客户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包括对业务损失的损害赔偿利润、业务

中断、业务信息丢失等等）。在任何情况下，Deep Excavation 公司被告知有可能造成这样

的损害时，有执照的职业工程师都应该批准并对任何结果内容进行盖章验证，该工程师最终

要对软件的任何结果或误用负责。 

这一免责声明和有限的保证是由纽约州的法律管辖的。如果你对这份协议有任何疑问

请发邮件: 

Deep Excavation 公司 

deepexcavation@deepexcavation.com 

 

mailto:deepexcavation@deepexcav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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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软件激活 

1.5.1 激活单机版许可证 

激活软件许可，需进行以下几步 

1）下载和安装软件 

2）按住 shift 键 （或者大写锁定“Caps lock”键）单击打开 DeepEX2018 软件 

3）电脑弹出如图 1.5.1 的窗口 

4）将 site 和 MID 码以邮件的形式发给我们 

5）我们以邮件的形式将使用激活码发送给您 

6）重新启动程序，进入 DeepEX 激活见面（选择打开应用程序选项输入激活码）。 

 

图 1.5.1 DeepEX 软件激活窗口 

7）点击继续进入应用 

这样所有的 DeepEX 模块都已被激活。 

 

1.5.2 激活网络版许可 

网络版许可证指令是在一个单独的手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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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DeepEX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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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深基坑工程背景 

深基坑工程是在土体或岩石中开挖深度超过 4.5m 的基坑。深基坑工程需要仔细的设计

和规划，特别是基坑位于拥挤的城市地区。一套合适的挡土系统和支撑系统的选择和设计对

成本、时间和效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图 2.1 锚杆地连墙支护 

深基坑工程设计两个主要系统：a)挡土系统和 b)支撑系统.悬臂墙没有支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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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 DeepEX 

DeepEX 是一款用户界面友好的软件，包含强大功能和多种选择。它可以同时考虑基坑

的多个设计断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设计断面就是一个设计方案。每一个设计断面可以

是独立的或者是相关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同时检查多种工况。创建开挖模型的一般流程

是： 

1）指定全局坐标。 

2）指定土体类型和材料属性。 

3）指定土层。 

4）创建水位线 

5）指定挡土墙系统 

6）创建支撑构件 

7）添加阶段和绘制支撑 

8）修改阶段标高 

9）指定荷载或设计方法组合 

10）分析项目 

11）执行边坡稳定性分析 

程序顶部标签: 

1） 一般：这个标签包含项目一般信息，模型边界和所有模型选项。可以定义钻孔，墙

的节点数，地表和水位标高，添加或删除阶段以及支撑和荷载的修改和边界选项。 

2） 分析：定义分析类型（极限平衡法，弹塑性地基梁或两者结合）。 

3） 地震：边界地震分析 

4） 边坡：这是一个额外模块，用来分析边坡稳定性。 

5） 稳定性+：可以选择嵌固稳定性计算、地表沉降和克拉夫（Clough）方法计算抗隆起 

    稳定性。 

6） 设计：可以选择结构设计规范以及墙和支撑承载力计算选项。 

7） 结果：选择输出结果 

8） 报告：生成输出报告选项，或查看计算过程文件。 

9） 视图：修改视图选项，或生成模型俯视图。 

10）优化：计算完成后，优化墙和支撑选项。 

11）帮助：链接帮助和技术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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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DEEPEX 2017 程序界面 

2.3 工具栏 

2.3.1 工具栏菜单 

第一个标签包含以下内容： 

 启动按钮 

 

图 2.3.1 主菜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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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描述 

 

新建一个项目 

 

打开已有项目 

 

保存项目 

 

项目另存为 

 

ABIM 文件导入 

 

最近打开过的文件列表 

 

退出程序 

设计断面列表下方有常用的工具栏，工具栏的功能如下： 

工具 描述 

 
选择工具-移动对象 

 
删除选择的对象 

 
打断地表线，并插入一个点 

 
在断面上单击，定义开挖边界 

 
在断面上单击，定义回填边界 

 
显示土体属性 

 
显示尺寸 

 
显示假设 

 
显示点坐标 

 
显示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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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关闭捕捉 

 
放大 

 
缩小 

 
水平方向和竖直方法缩放比例 1:1 

 
缩放至原始视图 

 
显示锚杆尺寸 

 
执行模型一致性检查 

设计断面列表以下，最近的工具列表是设计断面编辑工具，工具功能如下： 

工具 描述 

 重命名 

 生成当前设计断面新的视图 

 添加新的设计断面 

 删除设计断面 

 将选中设计断面上移一个位置 

 将选中设计断面下移一个位置 

 添加新的设计断面（空-只包含阶段 0） 

界面右下角有一个计算工具栏： 

工具 描述 

 
计算视图中选择的设计断面 

 
计算所有断面 

 

2.3.2 墙列表，设计断面列表，项目树视图和 3D 模型 

软件顶部标签菜单左下角是设计断面标签和树型视图标签。树型视图方便设计人员快速

找到项目数据及当前项目设置。下表中列出了详细菜单的详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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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描述 

 

显示设计断面 

 
当模型中添加了第二道墙时，选择某道墙应

用到当前设计断面 

 

和左侧图片对应菜单： 

显示已经定义的设计断面 

显示使用的墙体类型 

支撑列表（右键添加或删除） 

线荷载（右键添加或删除） 

超载（右键添加或删除） 

指定位移（右键添加或删除） 

指定墙身外力矩（右键添加或删除） 

指定支座信息（右键添加或删除） 

 

已定义的土层（双击可以修改土层材料属性） 

已定义的钻孔（双击可以修改钻孔属性） 

结构材料（双击可以修改结构材料属性） 

墙截面（双击可以修改墙体材料属性） 

结构截面（双击可以修改结构截面形式，包

括基础和建筑物） 

其他三维荷载（面荷载，3D 点荷载和车辆荷

载） 

为了使用 DEEPEX 三维模块，首先需要创建一个双墙的设计断面，包含荷载和所有分

步施工阶段。接下来，使用三维向导创建三维模型。图 2.3.2 列出了三维模块中包含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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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三维模型选项 

下表列出了三维包含的选项： 

 

可用的三维节点。双击节点可以编辑或者添

加新的节点。 

 

可用的三维周长和三维面。双击选项可以编

辑项目周长和开挖面参数。 

 

可用的墙体周长。双击选项可以编辑基坑周

长。 

 

可用的支撑（腰梁、锚杆、支撑和板） 

 

2.4 一般菜单 

 

图 2.4.1 一般菜单 

 项目信息：定义项目名称，文件编号和设计人员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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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项目信息对话框 

 项目标高：通过输入墙顶部标高，改变模型标高。其中标高的适用对象可以在下表

中选择。 

 

图 2.4.3 模型标高对话框 

 

墙顶部作为更改标高的参考点。 

设计断面坐标 

土层标高（当前钻孔） 

所有钻孔的所有土层标高 

所有阶段标高 

所有墙的标高 

所有支撑的标高 

所有荷载标高 

基础和建筑物标高 

 

 模型尺寸：定义断面名称，模型边界，墙体平面内转角，基坑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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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 模型界限对话框 

对话框包含下列选项： 

 断面名称。 

 模型边界，顶边界，底边界，左边界和右边界。输入的值是绝对坐标。 

 X-Y 平面内墙体与 y’-y 轴转角（查看：视图>>俯视图） 

 基坑形状（长条形基坑，矩形基坑，圆形竖井） 

 

 建模向导：可以快速的创建一个项目。 

 设置单位： 

 

图 2.4.5 设置单位窗口 

 欢迎标签：选择分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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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设置向导 

有三种类型可以选择：极限平衡法，极限平衡法+弹塑性地基梁法，弹塑性地基梁法。

如果只选择极限平衡法，程序可以优化墙的嵌固深度。并且可以定义土压力 FHWA 分布，

自定义梯形分布，Peck 1969 分布和 Adaptive 土压力（根据主动区或高度定义）。 

下列列表选项可供选择： 

 Blum’s method (pins at supports, and at zero net load) 

  

  

  Simplified span analysis with negative moments 

  California Trenching Manual 2011 (option negative moments) 

  California Trenching Manual 2011 (20% negative moments) 

  

  

 ownet analysis (groundwater analysis options) 

只有一道墙并且采用了极限平衡法时，可以选择优化墙的嵌固深度，定义墙的嵌固安全

系数和墙嵌固深度搜索增量。2016 版本以后，可以计算两道不同墙的墙安全系数，一道墙

可以是悬臂墙或者有一道支撑的墙（自由土压力方法）和有多道撑的墙。而且，对于弹塑性

地基梁法提供了一个选项，可以选择是否包含土拱效应。 

 尺寸标签：定义基本模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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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向导-尺寸标签 

 

下表列出了可供快速开挖的模型： 

图标 描述（项目类型） 

 

单墙+锚杆 

 

双墙+锚杆 

 

拉杆锚定墙 

 

仓式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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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墙+内支撑 

 

单墙+斜撑 

 

单墙+斜撑和支座 

 

盖挖法+混凝土板 

 

箱型+围凛 

 

内撑+3D 框架 

 

圆形竖井（沿着圆形轮廓分布均布荷载模拟

半空间模型） 

根据所选项目类型，在标签左侧可以定义结构截面，间距和支撑安装角等信息。可以定

义下列参数： 

 开挖最终深度 

 墙深度 

 开挖宽度 

 墙顶标高 

 地下水标高 

 第二道墙的深度（锚定墙） 

 初始地表标高（锚定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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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杆深度（锚定墙） 

 支撑水平间距 

 支撑结构截面 

 倾角（锚杆或斜撑） 

 设置斜撑到基点选项（斜撑） 

 锚杆自由长度（自定义，Italian m=0.2H, Canadian m=0.15H） 

 估计锚杆属性选项（仅锚杆） 

 锚杆预应力选项（仅内撑和斜撑） 

 温度改变量（仅内撑和斜撑） 

 温度荷载修正系数（仅内撑和斜撑） 

 土层标签：定义土层和钻孔 

 

图 2.4.8 向导-土体和土层标签 

主要包含两个选项： 

1.编辑土层：单击该选项弹出土层属性对话框。详细参数见 3.4 章节。 

2.编辑钻孔：单击该选项，弹出编辑钻孔对话框。详细描述见 3.5 章节。 

 墙类型标签：定义墙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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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向导-土墙的类型标签 

单击编辑按钮，弹出墙截面对话框。详细参数见 3.8 章节。 

 分步施工阶段标签：定义分布施工阶段。 

主要包含三个选项： 

 自动标高： 

程序将自动为每个阶段等间距布置支撑并确定开挖深度。有一个选项，选择是否包含没有开 

挖的初始阶段（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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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0 向导-阶段自动标高标签 

 

 以表格形式定义标高： 

手动添加支撑标高，最底层支撑和坑底的高差也可以定义。 

 

图 2.4.11 向导-阶段标高列表标签 

 悬臂： 

选择该选项，生成无支撑开挖。 

 

图 2.4.12 向导-阶段悬臂墙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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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载标签：定义作用在墙上的外部荷载，即超载。 

 

图 2.4.13 向导-超载标签 

可以选择二阶超载，三角形超载，条形超载或者不包含超载。 

采用极限平衡法时，可以定义超载模拟选项： 

 

 

弹性解 

 

两个方向扩散角 

 

一个方向扩散角 

 

一个方向扩散角（使用土层摩擦角定义扩散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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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应力 x Ka (or Ko)的弹性解 

 

CIRIA Special Pub 95-1993 

 

 

 规范标签：定义使用结构规范和岩土规范。 

 

图 2.4.14 向导-规范标签 

 土类： 

 修改土层属性：选项位于土层类别下拉菜单。可以为指定阶段改变结构材料和土层

材料。改变材料这个命令对于所有后续阶段都是有效的，除非在后续阶段又改变了材料

或者改变模型。使用这些选项时要非常小心。 

在修改土层属性对话框中，列出了下列参数： 

描述材料变化 

选择改变材料的适用阶段 

选择材料类型 

选项修改的材料 

弹性模量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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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新值 

 编辑土体数据：添加、删除和修改土体。修改土层包括：更改土类，一般属性比如

重度，强度参数和渗透系数，弹塑性参数和锚杆粘结强度等。不同钻孔可以使用同一层

土。许多参数估计的工具帮助估计参数取值。详细介绍见 3.4 节。 

 

图 2.4.15 编辑土体类型对话框 

 钻孔（土层）： 编辑项目中使用的钻孔信息。每一个钻孔都可以添加

不同土层。可以为每个钻孔定义土层标高，从土类里选择土层，定义 OCR 和 K0 值。

并且单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选择土层的材料参数。钻孔的坐标参考钻孔的平面位置，

不影响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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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6 编辑钻孔对话框 

 CPT 记录：单击编辑钻孔右边向下箭头，可以使用 Geologismiki CPT 试验结果文件添

加钻孔和土层。选择 CPT 记录导入，下列对话框出现： 

  

图 2.4.17 CPT 记录可用选项 

以下选项可以选择： 

Geologismiki CPT 文件导入 选择 CPT 文件导入 

提取 CPT 记录到钻孔和土层 添加 CPT 记录到模型中土层和钻孔数据 

CPT 表格 打开 CPT 对话框 

www.geologismiki.gr 打开 Geologismiki 网站 

在 CPT 记录对话框中，可以将 CPT 试验钻孔和土体数据导入到程序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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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8 可用 CPT 记录对话框 

 自定义土层：单击 自定义土层，可以使用 DeepEX’S 自定义土层模

式以及使用非水平土层。这种模式时，不使用钻孔定义土层。而是，设计人员自己绘制

非水平土层。 

 打开自定义土层模式。 

 

图 2.4.19 自定义土层模式 

 根据钻孔重置土层，当前设计断面重置所有土层分界线为水平。 

 绘制土层分界线工具，在模型中绘制土层分界线（左到右），按 Enter 键完成。 

 添加第二道墙：单击该按钮，可以在已添加墙的右侧添加第二道墙。 

 

图 2.4.20 添加第二道墙 

 绘制第一道墙上的梁单元：选项位于编辑第一道墙右侧下拉菜单，选择该选项后，可以

绘制附加到现有墙上的梁，并修改它的属性。绘制墙上梁的方法是靠近墙单击一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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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墙上梁的下一个点。 

 

图 2.4.21 绘制左侧墙梁按钮 

 

图 2.4.22 编辑墙梁数据对话框 

 绘制第二道墙上的梁单元：选项位于编辑第二道墙右侧下拉菜单。功能和绘制第一道墙

上的梁单元类似。详细描述见 3.7 章节。 

  

图 2.4.23 绘制右侧墙梁按钮 

 地表设置选项：单击地表设置选项 ，弹出可以选择的选项，见图

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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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4 地表设置选项 

下张表中列出了可以设置的选项。 

图标 描述 

 
重置整体地表高程 

 
设置右侧地表高程 

 
设置左侧地表高程 

 
地表点坐标数据表 

 
左侧创建台阶 

 左侧创建斜坡 

 
右侧创建台阶 

 
右侧创建斜坡 

 水位：定义接近墙位置处的水位。单击地下水位图标 将弹出地下水对话框。单击

水位图标右侧下拉菜单，显示以下选项： 

 

图 2.4.25 水位标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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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自定义水位线工具。可以绘制非水平地下水。绘制方法：选择该选项后，在从模型

左侧单击一点移动到模型右侧单击一点（按 Enter 完成绘制）。删除自定义水位线，选

中自定义水位线，按 DELETE 键。 

 绘制 U 型线。在模型中绘制常水头线。这条线仅用于边坡稳定性分析。 

 用户自定义水位线工具。打开水压力自定义对话框。请注意，对于弹塑性地基梁法，水

压力的两个连续零值仍然计入按γw计算的不断增加的总竖向应力中。（详见理论手册） 

单击水位按钮 ，弹出地下水对话框。 

 

图 2.4.26 地下水定义对话框 

下表中列出了对话框中包含的选项。 

定义坑外水位标高 

选项：静水压力 

选项：简化流网（1 维渗流计算） 

选项：全流网分析（有限差） 

选项：如果使用全流网分析，选项可以选择底边界常水头 

选项：使用自定义水压力 

选项：保持水位在坑底 

选项：降水到坑底以下 

选项：开挖区域水位使用一般标高 

选项：在坑底创建隔水板 

定义水重度 

选项：指定接近第二道墙坑内右侧水位标高（已经创建第二道墙） 

 阶段：添加、删除、插入或复制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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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7 分步施工阶段设置 

图标 描述 

 
添加新的施工阶段 

 
删除当前施工阶段 

 
在当前阶段后插入施工阶段 

 复制选择的施工阶段 

 粘贴施工阶段 

 支撑：在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创建支撑或和相关支撑实体。 

 

图 2.4.28 绘制支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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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菜单中选项主要有： 

工具 描述 

 

添加锚杆（在墙上单击第一点，在土层中单击第二点） 

 

添加支撑（在墙上单击第一点，在土层中或第二道墙上单击第二点） 

 

添加斜撑（在墙上单击第一点，在土层中单击第二点） 

 添加固定支撑（在墙上单击添加固定支撑） 

 

添加弹簧支撑（在墙上单击添加弹簧支撑） 

 

添加支撑上的腰梁（在支撑上点击添加腰梁） 

 

添加混凝土支座（在斜撑上单击添加支座） 

 

定义锚杆自由段长度。选项包括国际建筑规范推荐的最小长度建议值。 

 荷载：下拉菜单中包含了添加超载的选项以及和超载相关的选项。 

 

图 2.4.29 绘制荷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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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包含以下选项： 

工具 描述 

 

添加地表条形超载（定义超载范围的起点和终点） 

 

添加地表线超载（在地表任意一点处单击） 

 

在墙上添加条形超载（在墙上单击两点） 

 

在墙上添加指定位移（在墙上任意一点处单击）。 

 

在墙上添加指定弯矩（在墙上任意一点处单击）。 

 

添加基础荷载（3D）（在基础荷载的位置处单击一点） 

 

创建建筑物（在建筑物所在位置处单击一点） 

 

添加 3D 面荷载（程序自动显示俯视图，手动添加 3D 荷载） 

 

管理弹性荷载选项 

 编辑荷载组合。手动选择荷载是有利还是不利。 

 指定荷载组合。为具体设计断面指定荷载组合 

 3D 建筑物：点击 该选项后，弹出建筑物向导窗口。详细选项描述见 4.7 节描述。 

 

图 2.4.30 建筑物向导 

 添加基础荷载：点击该选项后，弹出基础荷载窗口。详细选项描述见 4.6 节描述。 



DeepEX2018 用户手册 

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www.cisec.cn 32 

 

图 2.4.31 基础选项对话框 

 腰梁：点击该选项后，在支撑上添加腰梁。腰梁看作是结构构件，在弹塑性地基梁分析

中不考虑它们的刚度。在腰梁对话框中可以定义其类型，以及荷载组合形式。详细选项

描述见 3.14 节描述。 

 

图 2.4.32 腰梁对话框 

 荷载组合：单击该选项后，弹出荷载组合对话框。在该对话框内可以创建无限制的荷载

组合。每一种荷载组合可以单独定义荷载（条形荷载，线荷载，基础荷载，建筑物荷载

和其他 3D 荷载）是有利的，不利的，自动的和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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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3 荷载组合对话框-局部荷载 

 

图 2.4.34 荷载组合对话框-基础-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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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5 荷载组合对话框-其他三维荷载 

 结构截面：一般标签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该选项，可以编辑模型中使用的所

有结构截面属性。 

 编辑墙截面：单击 该选项后，弹出编辑墙体属性对话框。可以选择墙类型，尺

寸，截面形式，编辑钢筋混凝土墙钢筋选项。详细内容详见 3.7 节。 

 

图 2.4.36 编辑墙体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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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锚杆截面：单击 选项后，编辑杆体结构属性和岩土特性，或者从程序数据

库中选择截面形式。详细内容详见 3.8 节。 

 

图 2.4.37 编辑锚杆截面对话框 

 编辑板截面：单击 选项后，编辑模型中使用的板截面结构和钢筋属性。详细内容

详见 3.10。 

 

图 2.4.38 编辑板截面对话框 

 编辑支撑截面：单击 选项后，编辑模型中使用的支撑截面结构属性。详细内容

详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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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9 编辑内支撑截面对话框 

 编辑机械和液压支撑截面：单击 选项后，编辑模型中使用的机械和液压支撑截面

结构属性。详细内容详见 3.9.1。 

 

图 2.4.40 编辑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对话框 

 编辑螺旋锚杆截面：单击 选项后，编辑模型中使用的螺旋锚杆截面结构属性。

详细内容详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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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1 编辑螺旋锚杆截面对话框 

 腰梁截面：单击 按钮，编辑模型中使用的腰梁截面结构属性。详细内容详见 3.14。 

 

图 2.4.42 编辑腰梁截面对话框 

 横梁支撑截面：单击 腰梁支撑按钮，编辑模型中使用的横梁截面结构属性。详

细内容详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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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3 编辑腰梁支撑截面对话框 

 结构材料：编辑结构材料属性。 

包含以下选项： 

混凝土 

钢筋 

钢材 

木材 

用户自定义 

编辑钢材属性：编辑结构构件钢材属性。单击“导入标准钢材”也可以从数据库中导入。 

 

图 2.4.44 编辑结构材料对话框-刚才标签 

 

定义的材料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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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名称 

屈服强度 Fy 

极限强度 Fu 

弹性模量 E 

重度 g 

选用的钢材型号 

导入并替换选择的材料 

导入并作为新材料添加 

编辑混凝土材料：编辑混凝土材料属性。单击“导入标准混凝土材料”也可以从数据库中导

入。 

 

图 2.4.45 编辑结构材料对话框-混凝土标签 

定义的材料参数如下： 

混凝土材料名称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 Fc 

抗拉强度 Ft（抗压强度百分比） 

弹性模型 E 

重度 g 

标准混凝土材料参考规范 

选用的混凝土规格 

导入并代替所选材料 

导入并作为新材料添加 

编辑钢筋材料：编辑钢筋材料属性。单击“导入标准钢筋材料”也可以从数据库中导入。钢

筋适用于锚杆和钢筋混凝土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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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6 编辑结构材料对话框-钢筋标签 

定义的材料参数如下： 

钢筋名称 

屈服强度 Fy 

弹性模量 E 

标准钢筋材料参考规范 

选用的钢筋型号 

导入并代替所选材料 

导入并作为新材料添加 

用户自定义材料：通过定义弹性模量，创建自定义材料。该材料用于自定义墙体截面。 

 

图 2.4.47 编辑结构材料对话框-用户材料标签 

编辑木材：编辑木材材料属性。木材用于排桩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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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8 编辑结构材料对话框-木材标签 

定义的材料参数如下： 

木材名称 

极限抗弯强度 Fbu 

极限抗拉强度 Ftu 

极限抗剪强度 Fvu 

弹性模量 E 

重度 g 

2.5 地震菜单 

 

图 2.5.1 地震菜单标签 

在这个菜单中，我们可以选择模型分析中包括地震选项和地震荷载。选项如下： 

 一般-加速度：定义两个方向（水平 ax 和竖向 az）地震加速度。 

 

图 2.5.2 地震加速度 

 方法：选择地震方法。可以从半刚性下拉列表中选择或者选择全地震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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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地震效应对话框。 

 

图 2.5.3 地震效应对话框 

下表中列举了地震效应可用选项： 

选择当前阶段考虑地震效应 

水平设计加速度 Axdesign 

竖向设计加速度 Azdesign 

选项：使用建筑规范 

定义建筑规范和土类（如果选择了使用建筑规范） 

定义水平基础加速度 Axbase 

定义场地土层响应系数 Ss 

定义场地地形响应 St 

定义重要性系数 I 

选项：使用刚性墙（wood 方法） 

选项：使用柔性墙 

选项：使用用户定义相应系数 R（如果已经选中柔性墙） 

选项：根据建筑规范定义响应系数 R（如果已经选中柔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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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析菜单 

 

图 2.6.1 分析菜单标签 

在这个菜单可以编辑基本分析设置。 

分析：选择分析方法。可以选择： 

 传统方法（极限平衡法） 

 非线性分析（弹塑性地基梁法） 

 极限平衡法与非线性分析的组合 

 有限元分析 

 极限平衡法与有限元分析的组合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定义墙划分的网格节点间距。推荐至少生成 100 个节点。 

 

图 2.6.2 分析选项 

关于非线性求解器： 

弹塑性求解器是一个单独的可执行文件，通过一个文本接口文件与 DeepEX 进行交

互。分析方法通过定义主动和被动土弹簧，以及结构构件的弹性单元进行求解。该分析方法

由 Nova 于 1987 年首先提出，由意大利 CeAS 首次写入 Paratie 程序。这个最初的弹塑性

求解器概念已经得到扩展，包含了诸多新功能。因为分析是基于 Winkler 模型，弹塑性分析

无法捕捉到基坑开挖时坑底的变形。 

 

 设计方法：选择标准的设计荷载工况。可以选择设计标准的具体荷载工况，或者选

择设计规范所有荷载工况和设计方法。3.2 节详细描述了这些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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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 单一荷载工况 

 

图 2.6.4 多个荷载工况 

 地下水行为：定义粘土行为和每个阶段地下水分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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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 黏土排水类型 

 

不排水分析时，程序使用有效强度指标（极限平衡法和整体稳定性分析中使用 C’）.默

认的行为是在土层对话框中定义的。 

地下水行为菜单右侧是地下水压力如何计算选项。图 2.6.6 显示了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

的选项。单击下拉菜单上面图标，弹出地下水对话框。在地下水对话框中可以选择水压力计

算方法以及方法应用的阶段。 

 

图 2.6.6 地下水分析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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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地下水对话框 

静水压力 水压力按照静水压力计算，即γw*h 

简化渗流 墙侧水压力按照 1D 渗流分析计算 

平衡 坑底以上水压力按照静水压力计算， 坑底以下按照简化渗流计算 

流网分析 水压力按照 2D 有限差分流网分析。不考虑墙侧地下水位的下降。 

自定义水压力 
请注意在非线性分析中，水压力零点只需在任意一侧的水位线开始。实际

上，不用在上述水位处定义压力零点。 

封底开挖 
这是一个高级选项。使用该选项可以对基坑进行封底，并且定义一个位于

坑底以上的坑内水位线。此时，要确保基坑内竖向有效应力为正值。 

使用净水压力

方法 

当使用荷载组合（或设计方法）时，需要采用净水压力方法。某些情况下，

如中国规范，这个选项不需要选择。此时，主动侧和被动侧水压力会通过

不同的荷载和抗力系数来调整。 

 推力选项：推理选项可以选择计算主动侧和被动侧土压力系数。 

图 2.6.8 显示了可供选择的推力模式。单击下拉列表上面的图标 ，弹出 Ka 和 Kp

对话框，见图 2.6.9。在这个对话框中，我们可以选择计算土压力系数的方法。大多数情况

下，自动模式会给出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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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 推力选项按钮 

 

可以选择下列选项： 

 

根据墙的摩擦角和地震条件，软件自动选择 Ka 和 Kp 计算公式。推荐采用该模式 

 

用户自定义选择每个阶段计算 Ka 和 Kp 的公式 

 

软件使用土层对话框中定义的 Ka 和 Kp 值。 

 

图 2.6.9 Ka 和 Kp 主要选项对话框 

对话框中有以下选项： 

全自动控制（自动选择 Ka 和 Kp） 

用户输入 

选项 A：全部用户输入（如果选择了用户输入） 

选项 B：适当调整初始参数（如果选择了用户输入） 

选项：根据摩擦角和设计方法的改变，自动调整 Ka 和 Kp（如果选中了选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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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根据地表倾角的改变，自动调整 Ka 和 Kp（如果选中了选项 B） 

选项：考虑地震效应，自动调整 Kp（如果选中了选项 B） 

选项：当摩擦角改变时调整 K0 

选项：允许修改每个阶段，每个设计断面的 Ka 和 Kp 

 考虑墙面摩擦：选择任意墙侧（被动侧和主动侧）是否考虑墙面摩擦，以及定义墙

面摩擦的计算方法。 

 

图 2.6.10 考虑墙面摩擦 

选项定义： 

选项：设置墙摩擦角为零 

选项：设置墙摩擦角为土体摩擦角百分比（0-100%） 

选项：设置墙摩擦角为指定值 

选项：主动侧墙摩擦角使用不同值 

设置主动侧不排水分析时竖向粘聚力（极限平衡法） 

设置被动侧不排水分析时竖向粘聚力（极限平衡法） 

黏土考虑墙摩擦角 

 

推力计算选择“用户模式”之后（选项如图 2.6.8 所示），可以手动选择主动/被动土压力系

数的计算方法，如图 2.6.11： 

 

图 2.6.11A 用户模式：主动侧考虑墙面摩擦选项 

 

选项：忽略墙面摩擦 

选项：使用 Coulomb 方法（包含墙面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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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1B 用户模式：被动侧考虑墙面摩擦选项 

 

 极限平衡法-主动土压力：定义极限平衡法时主动侧土压力计算类型。 

 

图 2.6.12 主动土压力系数选项 

 

 主动土压力：主动侧使用主动土压力。 

 Ka 和 K0 之间：土压力大小处于主动土压力和静止土压力之间。可以在窗口中定义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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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图 2.6.13 主动土压力系数介于 Ka 和 K0 之间 

 静止土压力：主动侧使用静止土压力。 

 Peck 1969 apparent:单击该选项后，弹出计算选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定义计算黏性

土压力乘子 mClays，并且有一个选项，硬土层中不允许将土压力降为零，下限为 50%。 

 

图 2.6.14 Peck 1969 apparent 对话框 

 自定义梯形：单击该选项后，弹出计算选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定义主动土压力

M 乘子，顶部三角形土压力占开挖深度百分比，底部三角形土压力占基坑开挖深度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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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5 自定义梯形对话框 

 FHWA apparent：单击该选项后，弹出计算选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定义不排

水黏土土压力乘子 mClays，主动土压力 M 乘子和选项：硬土层中不允许将土压力降为

零。 

 

图 2.6.16 FHWA apparent 对话框 

 Adaptive apparent pressures：对于分布复杂的土层来说，这是一种生成土压力更加灵

活的方法。该方法基于 FHWA 方法，但是可以根据每层土的强度计算得到的权重系数

调整土压力。 

 German EAB: 选择该选项，则表观压力采用 German EAB 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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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阶矩形：单击该选项后，弹出计算选项对话框。计算基坑开挖深度以上的土压力根据

M1*Hexc（水位线以上），Mz*Hexc（水位线以下）。在对话框中，可以定义乘子 M1

和 M2. 

 

图 2.6.17 2 阶矩形对话框 

 用户自定义土压力：可以定义每个标高土压力值。 

 

图 2.6.18 自定义土压力对话框 

 自动搜索方法选项：单击该选项后，弹出计算选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定义当地表不规

则时，如何计算主动和被动侧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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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9 楔体搜索分析选项 

有以下选项可以选择： 

a) Culman’s 分析方法。楔形搜索方法计算主动侧和被动侧土压力； 

b) 自动搜索分析。根据用户自定义搜索界限。 

楔形分析选项对话框中选项： 

选项：双墙使用主动楔形分析 

选项：双墙使用被动楔形分析 

选项：优化楔形分析 

定义主动楔形分析和被动楔形分析界限值。当优化楔形分析选项选中后才能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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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0 非线性地表自动搜索选项 

 

 极限平衡方法-坑底以下土压力：选择坑底以下主动侧土压力计算方法。通常建议保持

默认设置即法向选项。尽管 Ka-主动选项设置坑底以下土压力为主动土压力，0 土压力

选项设置坑底以下土压力为零。还有一个选项定义土压力，该选项根据水位线以上和以

下起始土压力以及主动土压力斜率定义。 

 

图 2.6.22 坑底以下主动土压力计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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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3 用户自定义坑底以下主动和被动土压力 

极限平衡法-被动土压力：选择被动土压力类型。抗力侧指定是提供土体抗力的开挖侧（典

型抗力侧是指坑内）。 

 

图 2.6.24 被动土压力系数选项 

1：抗力侧使用被动土压力（图 2.6.25） 

2：设置抵抗力等于被动土压力除以安全系数（图 2.6.26） 

3：静止土压力 

4：静止土压力*乘子 

5：被动土压力：根据起始被动土压力，水位线以上和水位线以下被动土压力斜率定义 

6：选项：编辑最大被动土压力极值（图 2.6.27） 

7：选项：忽略坑底以下指定深度的抗力 

8：选项：假定被动压力的 3D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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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5 静止土压力乘子对话框 

在此对话框中可以定义作用在抗力侧静止土压力乘子 M。 

 

图 2.6.26 被动土压力乘子对话框 

在此对话框中可以定义安全系数 FS。被动土压力除以该值得到抗力侧土压力。 

 

图 2.6.27 限制被动土压力最大值对话框 

在此对话框中定义被动土压力最大值。 

 

选择“用户自定义被动土压力选项”，自定义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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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8 限制被动土压力最大值对话框 

  

忽略坑底以下一定深度范围内的被动压力： 

 

图 2.6.29 忽略坑底以下被动土压力对话框 

 

 极限平衡法-悬臂：选择分析悬臂墙的方法。 

 

图 2.6.30 悬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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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几种方法： 

a) Free Earth Method 

b) Fixed Earth Method 

c) Rowe’s 力矩折减法: 该方法可用于仅有黏土或摩擦条件情况下的悬臂墙计算。此

方法会折减自由土力矩，应谨慎使用。 

 极限平衡法-梁分析选项：当建立了多道支撑时，程序提供了许多分析梁结构的方

法，就算其弯矩，剪力等。 

 

图 2.6.31 墙梁分析选项 

每种方法都提供了一种简单分析有支撑的支挡结构的方法。设计人员应该意识到每种方

法自身的局限性（比如，极限平衡法忽略了施工阶段间的相互影响等）。简单的分析方法有： 

a) Blum’s method:该方法在美国东海海岸和德国广泛采用。它假定支撑位置和坑底以下净

土压力为零的位置是铰接。 

b) FHWA simple span method:FHWA GEC4 详细介绍了该方法。它假定支撑之间是简支

（除了顶部支撑，连续梁假定到第二道支撑或者到坑底位置）。坑底位置假设为铰接。 

c) Simple span with negative moments:方法和 FHWA 方法类似，坑底以下净土压力为零的

位置是铰接。程序还提供了一种通过减小负弯矩（取最大正弯矩的某百分比）的方法减

小最大弯矩。 

d) California Trenching and Shoring Manual 2011:在 CALTRANS Trenching and Shoring 

Manual 2011 中有这种方法的详细描述，在 California 广泛使用。该方法和 FHWA 方法

类似，除了假定坑底以下某一点（绕最底层支撑力矩为零的点，仅考虑最底层支撑以下

的荷载）是固定点。因此，在假设固定点的位置处剪力和弯矩都等于零。程序选项提供

了一种通过减小负弯矩（取最大正弯矩的某百分比）的方法考虑弯矩的减少。也提供了

一个选项，考虑其他因素，如图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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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2 加州交通局支撑手动分析选项对话框 

加州交通局提供的计算方法，假设在力矩平衡位置处有一个虚拟固定节点，悬臂墙生成

的位移更小。尽管这个假设可以生成更加真实的悬臂墙体变形，但是它也有理论上的限制。

真实情况下，考虑土体材料参数取值偏保守（例如，忽略有效粘聚力等）这种情况，这个选

项可以调整结果考虑这种情况。 

对于多道支撑加州交通局方法也调整最底层支撑以下墙体位移。虽然手册 2011 很少涉

及多道支撑计算方法，当位移假定为简支梁位移的 15%，结果和手册 2011 中给的结果一致。  

和加利福尼亚实践一致，一些工程师根据 DM7.2，pg.103 的方法，假设计算的支撑反

力增加 15%，选择增加最顶层支撑的荷载。 

 高级选项：关于静止土压力和允许从属单元产生拉伸裂缝。 

 

图 2.6.33 高级选项 

用摩擦角调整 K0 由于材料改变φ’改变，调整 K0（欧洲 7） 

允许从属单元拉伸裂缝 主节点和从属节点（墙或支撑单元）之间允

许产生拉伸裂缝。该选项可用于内衬墙模拟

的计算中。 

 土拱分析： 

土工分析选项用来定义非线性分析中的拱效应。下来菜单中提供了两个选项： 

 非线性分析中考虑拱效应 

 分线性分析中忽略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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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该按钮，弹出拱效应对话框，图 2.6.34. 

 

图 2.6.34 拱效应选项对话框 

对话框中包含以下选项： 

 选项编辑高级选项 

 选项参数重置 

 定义开挖面和支撑间土工折减率最大值 

 定义土拱该变量为零处的比率 

 定义支撑处应力比的改变量 

 定义支撑以上的零起拱范围内的跨度比 

 定义支撑间负拱压力比 

 选项自动调整土拱应力方法 

 选项使用最底层支撑处初始 Ka 应力调整土拱压力 

对于拱效应选项，我们推荐使用软件默认设置。 

2.7 边坡稳定性菜单 

 

图 2.7.1 边坡稳定性菜单 

 DXF 文件导入：单击 该选项，可以导入 DXF 文件，使用已经定义好的几

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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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单击 该选项弹出边坡稳定性对话框。可以定义边坡稳定性分析的方法

和选项。对话框中包含的选项如下图 2.7.2。详细菜单描述见 3.13 节。 

 

图 2.7.2 边坡稳定性分析选项对话框 

 分析方法：单击 ，选择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 

 

图 2.7.3 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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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肖普 使用毕肖普方法（仅圆弧滑动面） 

GLE 使用摩根斯顿-普赖斯法 

斯宾塞 使用斯宾塞方法 

Ordinary 使用瑞典条分法 

储存中间滑移面结果 储存全部中间滑移面和安全系数 

在一些设计规范（例如 AASHTO）在不同情况下（长期，短期等），定义的最小安全

系数是不同的。一旦执行分析，将会显示出各种情况下最小的安全系数。 

典型滑坡条件 使用一般安全系数 

临时开挖 开挖持续 48 小时 

临时结构 临时长期结构 

永久结构 永久长期结构 

极端条件-地震 极端条件考虑地震作用 

极端条件-高水位 极端条件处于高水位 

 滑裂面：单击 按钮，定义滑裂面的形状。 

 

2.7.4 滑裂面选项列表 

 半径搜索：单击 按钮，定义半径搜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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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半径搜索选项列表 

单一半径 只定义一个半径 

半径通过指定范围 指定半径搜索范围坐标 

半径介于指定值值之间 半径值在初始值和最终值之间搜索 

半径从墙底开始 半径搜索从墙底开始，达到一个用户指定值 

 绘图工具：绘制滑移面或者圆心搜索范围等。 

图标 描述 

 

绘制单一圆弧滑动面 

 

通过在断面图上单击一些点，绘制自定义滑移面 

 

定义滑移面通过的起点和终点 

 定义块体楔形分析通过的两个点 

 

定义滑移面圆心搜索矩形范围 

 定义一个滑移面圆心（圆弧滑移面） 

 土钉：定义模型中土钉材料属性。 

 土钉表：表格 中包含了土钉基本尺寸和每层土钉的属性，以及土钉边坡

稳定性选项。这些选项也可以单独设置每层土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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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 土钉表格对话框 

 

2.7.6 土钉表格选项列表 

 

 

表格中包含以下选项： 

包含所有土钉剪力 

忽略所有土钉剪力 

仅考虑外部稳定性 

同时考虑内部和外部分析 

重新布置土钉在面层的位置 

激活所有土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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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所有土钉 

清除所有土钉（永久） 

外部稳定性假设土钉拔出破坏。当包含内部分析时，即考虑滑裂面从面板位置出现。 

 绘制一根土钉：单击 ，在模型中添加一根土钉。在面层上单击一点，再单击

土钉终点。 

 绘制土钉群：单击 ，在模型中添加几排土钉。靠近面层上单击一点，再单击

土钉终点。 

 分析：单击 ，程序执行边坡稳定性分析并计算边坡安全系数，但并

未考虑墙体结构分析。使用该选项之前必须先执行计算，并且不再改变设置。 

2.8 稳定性+菜单 

 
图 2.8.1 稳定性+菜单 

在这个标签下，可以选择嵌固安全系数，坑底抗隆起稳定性和地表沉降相关选项。 

 极限平衡法安全系数：当进行弹塑性地基梁法分析时，选择使用传统安全系数。（被

动土压力根据极限平衡法计算得到） 

 非线性分析安全系数：定义根据极限平衡法计算得到的主动推力和被动抗力的极限

值。 

 弹塑性地基梁稳定性：使用切断于墙 Zcut 命令，冻结 Zcut 标高以下墙所有的节点。 

 墙嵌固稳定性计算公式：采用极限平衡法时，选择计算嵌固安全系数的计算方法（图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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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 墙体嵌固安全系数选项列表 

 坑底抗隆起稳定计算和克拉夫方法：根据半经验克拉夫方法，定义是否预测墙最

大位移。单击该选项向下箭头后，可供选择的选项如图 2.8.3。单击 ，将弹出

图 2.8.4 对话框。 

 

图 2.8.3 抗隆起稳定性和克拉夫方法选项列表 

 

图 2.8.4 抗隆起稳定性和克拉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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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沉降：定义是否估计地表沉降。可以选择如图 2.8.5 中的选项。单击 ，

弹出计算方法选项窗口。对于极限平衡法，最原始的方法是使用克拉夫方法考虑一些修

正系数计算位移。只有选择“使用修正克拉夫”选项才能激活修正系数选项。 

 

图 2.8.5 地表沉降选项列表 

 

图 2.8.6 地表沉降计算选项对话框 

下表列出了对话框中可以定义的参数： 

根据开挖深度定义 Sprandel 长度 Ds 

定义最大凹槽沉降值 Dcmin 

反弯点常数 

沉降计算范围 

悬臂墙 Avs/Ahs（竖向 Sprandel 沉降体积与水平 Sprandel 位移体积比

值） 

支撑保留 Av/Ah（竖向沉降体积与水平位移体积比值） 

支撑拆除 Av/Ah（支撑拆除后，竖向沉降体积与水平位移体积比值） 

选项：在弹塑性地基梁分析中使用克拉夫方法。该选项使程序在计算

墙体水平位移时使用克拉夫方法。 

更多克拉夫方法请查看理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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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土轴向承载力：定义是否计算岩土轴向承载力。单击桩计算设置 选

项，弹出桩计算设置对话框（图 2.8.7）。 

 

图 2.8.7 桩计算设置对话框 

对话框中包含的所有选项如下表。 

选项 描述 

允许安全系数 FSall 极限岩土承载力除以该值得到设计承载力 

地震安全系数 FSeq 当考虑地震工况时使用的安全系数 

桩端部承载力安全系数 FSbear 桩端部承载安全系数 

抗拔侧摩阻力百分比 桩抗拔摩阻力/桩抗压摩阻力 

选项：包括桩端承载力（承压桩） 选中该选项，计算时包括桩端阻力承载力 

选项：空心管桩土塞效应（全断面） 选中该选项，计算中包括桩端阻力承载力 

选项：使用 H 型梁的桩头 使用 H 型钢桩墙时，选中该选项桩端阻力包

含整个 H 型梁截面 

选项：限制极限侧摩阻力（极限深度） 计算桩竖向承载力时使用极限侧摩阻力的方

法。在该方法中，根据桩的尺寸定义在指定

深度处达到极限侧摩阻力。注意尽管该计算

结果偏保守，但是根据相关研究这种方法证

明是错误的 

钢材侧摩阻力系数 墙体为型钢时，墙体侧摩阻力取为δ/sin（φ）

的百分比。 

混凝土侧摩阻力系数 墙体为混凝土时，墙体侧摩阻力取为δ/sin

（φ）的百分比。 

选项：侧摩阻力乘子 桩侧摩阻力根据土体有效摩擦角乘以该乘

子。该乘子可以考虑包含应力释放和注浆压

力在内的桩的安装效应。 

选项：当墙体类型允许时，使用土体粘结强

度 

选择该选项，当墙体类型允许（土和混凝土

接触）时，使用土体对话框中定义的混凝土

墙的侧摩阻力。 

选项：指定乘子乘以粘结强度 桩体侧摩阻力根据粘聚力乘以一个指定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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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到。这个乘子可以考虑包含应力释放

和注浆压力在内的桩的安装效应。 

选项：使用粘结系数 桩土粘聚力根据土体粘聚力，采用三线方法

计算得到。当土体的 C’或 Su 越高，提供的

粘结力越小。 

2.9 设计菜单 

 

图 2.9.1 设计菜单 

 规范选项：单击 该选项，定义分析中使用的结构规范设置（图 2.9.2）。这些

规范设置控制结构规范和其他选项（图 2.9.3）。 

 

图 2.9.2 规范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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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3 结构规范选项 

可用选项如下表： 

Eurecode 2,3 设置 使用欧洲规范设计 

US allowable US allowable 

AISC 2010 allowable AISC 2010 allowable 

US LRFD US LRFD 

AASHTO (US) LRFD AASHTO (US) LRFD 

使用不同规范 使用不同规范 

不进行墙设计 不进行墙设计 

高抗震标准 结构设计使用高抗震标准 

 

混凝土规范 

 

钢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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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件：单击 ，选择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标准。 

 

图 2.9.4 构件规范 

可用选项如下表： 

所有尺寸 

美国尺寸 

欧洲尺寸 

通用梁系统（英国） 

韩国尺寸 

中国标准 

 一般设置：在对话框中可以选择不同国家典型的默认设置（设计规范，安全系数，

尺寸标准等）。英国标准提供了两种设置方法。尽管 BS5950 规范（混凝土规范使用的

是 EC2（欧洲规范 2），钢材使用 BS5950，安全系数时 1.5）使用了正常使用设计方法，

默认的英国标准结合了欧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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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 地区规范 

 墙体结构安全性：定义墙体结构安全系数。当使用承载能力极限设计规范，进行墙

体承载力设计时，墙体承载力（弯矩和轴力）除以该值。 

 

2.9.6 墙体结构安全系数选项 

 包括墙上轴力：选中该选项，则包括例如锚杆作用在墙上的轴向荷载。注意这些荷

载不除以墙体结构安全系数。 

 锚杆安全性：定义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设计时选用的抗拔安全系数。选择自定义

STR 选项，可以手动输入允许应力系数（承载力=允许应力系数*Asteel*Fy）。请注意

某些设计规范会取代这个设置（EC7，DM08 等）。 

 

图 2.9.7 锚杆安全性选项 

 荷载组合：指定模型中荷载类型，定义不同荷载组合。这样可以快速的计算不同荷

载组合。单击 LC 选项按钮，将会弹出荷载组合对话框，在此定义荷载组合。 

 

图 2.9.8 荷载组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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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9 荷载组合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可以定义如下： 

 添加新的荷载组合 

 删除荷载组合 

 复制荷载组合 

 粘贴荷载组合 

 删除所有荷载组合 

模型中任何一个阶段定义的全部荷载会出现在荷载（线荷载，条形荷载，基础荷载，建

筑物，3D 荷载）各自标签中。每种荷载都可以定义荷载行为，荷载行为有： 

 自动 

 有利 

 不利 

 忽略 

可以定义各种荷载组合。设计菜单>>荷载组合>>选择荷载组合，从选择荷载组合下拉

菜单中选择使用的荷载组合。 

 墙体嵌固深度优化：使用极限平衡法时，可以选择优化嵌固深度安全系数。请注意

这个选项只有执行极限平衡法时，才会显示。最小嵌固安全系数是使用长度增量 DL 计

算新的安全系数时，当前阶段的最小嵌固安全系数。 

 

图 2.9.10 墙体优化选项 

 钢板桩腐蚀 

当模型中墙体是钢板桩时，设计菜单中会显示该菜单。单击该选项后，弹出对话框。对

话框中定义检查结构设计寿命。最后一个开挖阶段之后，在单独添加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使

用该选项。对话框和选项将要在 3.7.3 章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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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结果菜单 

 

图 2.10.1 结果菜单 

该菜单列出了一系列结果，这些结果可以按照视图显示也可以按照表格形式显示。当分

析完成之后，可以输出这些结果。 

图标 描述 

 

嵌固安全系数 

 

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 

 

整体安全系数等值线 

 

条块稳定性结果 

 显示全部（当保存了中间滑移面） 

 

显示条间力和其他力： 

最后一个选项显示临界滑裂面，用以从自动

搜索方法确定 Ka 和 Kp 值。 

 

墙体弯矩 

 

墙体剪力 

 墙体轴力 

 

墙体水位位移 

 

地表沉降 

 支撑反力 

 

组合承载力比（弯矩和轴力组合检查） 

 

弯矩承载比=计算得到弯矩/墙体弯矩设计承

载力<=1 是合理的 

 剪力承载比=计算得到剪力/墙体剪力设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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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1.0 是合理的 

 

支撑结构承载比 

 

墙体抗弯承载力 

 墙体剪力承载力 

 有效土压力 

 总竖向应力 

 有效竖向应力 

 墙身净总土压力 

 

墙身上超载 

 

地震压力 

 净水压力 

 墙上水压力 

 

水力梯度 

 

最小-最大值 

 局部结果包络：当前设计断面结果包络 

 全部结果包络：所有链接断面结果包络 

 结果表格：弹出计算结果表格 

 

水压力云图（当执行流网分析后） 

 

水头云图（当执行流网分析后） 

 

等水头线（当执行流网分析后） 

 

突涌安全系数（当执行流网分析后） 

 

总竖向应力云图（当执行流网分析后） 

 

有效竖向应力云图（当执行流网分析后） 

 

项目造价 

 

显示弹塑性分析的剪切强度 

 

隐藏墙体单元结果（只显示主墙计算结果） 

单击表格选项可以以表格形式显示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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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报告菜单 

这个菜单中可以选择以 PDF 或 WORD 格式查看报告以及计算汇总表。 

 

图 2.11.1 报告菜单 

 

图 2.11.2 报告-选项下拉菜单 

列表内容： 

选项：创建快速报告 

选项：创建快速报告并包括边坡稳定性 

选项：创建只有阶段图表报告 

选项：创建典型报告 

选项:使用保存的模板 

报告-打印：单击 图标，弹出报告管理窗口。在报告管理器对话框中，可以选择报

告中包含的计算内容和相关结果，以及导出的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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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3 报告管理器窗口 

 显示计算阶段结果：单击 该选项，打开 XML 文件，包含当前阶段执行

的所有计算结果。 

 计算警告：单击 该选项，弹出计算警告对话框。执行的计算过程中生成的

一般警告。 

 

图 2.11.4 计算警告窗口 

 所有计算断面计算汇总表-当前计算断面：单击 该选项后，弹出计

算汇总表。对话框中显示了每一个设计断面以及所有断面的计算结果。选择一个设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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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选项显示一个设计断面结果。如果模型中包括墙单元可以

选择墙单元报告。 

 

图 2.11.5 分析及校核汇总 

 当前阶段（屏幕）：单击 该选项，弹出当前模型视图的预览视

图。 

 弹塑性地基梁数据-结果：单击该选项，创建 TXT 文件，包含弹塑性地基梁分析中

模型的输入和输出数据。 

 计算过程文件：单击该选项，创建 TXT 文件，包含分析中计算过程文件。 

2.12 视图菜单 

 

图 2.12.1 视图菜单 

 透明度：单击 该选项，可以调整显示结果时模型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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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例：打开或关闭图例 。 

 弯矩剪力图： 改变弯矩和剪力显示设置。 

 压力图： 改变压力显示设置。 

 结果显示位置： 改变结果显示的位置。 

 自定义坐标轴位置： 改变坐标轴标高。 

 网格/捕捉： 改变捕捉尺寸及网格坐标轴显示。 

 缩放和尺寸：如所述 2.31. 

 俯视图：在俯视图 中可以查看设计断面的所处的位置和 3D 对象（例

如，建筑物，基础荷载等）的位置。 

2.13 优化菜单 

 

图 2.13.1 优化菜单 

 重新设计选项：单击 该选项，弹出结构重新设计优化选项对话框。可以定

义墙和支撑的重新设计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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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 结构重新设计选项-墙体 

墙体标签中有如下选项： 

选项：截面优化范围，在初始截面基础上增大，减小截面尺寸。 

定义最大增量（D+）和最小增量（D-），如果截面优化范围选项选中。 

钢板桩选项：重新设计的钢板桩必须来自同一个制造商。 

混凝土构件（地下连续墙，钢筋混凝土桩等）最小钢筋尺寸和最大钢筋尺寸。 

 

图 2.13.3 构重新设计选项-锚杆 

 

 

锚杆标签中有如下选项： 

定义锚杆嵌固长度最长长度 Lmax 

定义锚杆嵌固长度最短长度 Lmin 

DL=长度优化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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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4 设计选项-内支撑 

支撑标签中有如下选项： 

选项：重新设计截面高度尺寸 

定义最大增量（D+）和最小增量（D-），如果重新设计截面高度尺寸选项选中。 

定义管桩直径最大值（DPmax）和最小值（DPmin）,及增量。 

定义管壁的最大值（TPmax）和最小值（TPmin）及增量。 

 

图 2.13.5 设计选项-板 

板标签有如下选项： 

板中钢筋最小尺寸和最大尺寸 

 自动设计一个设计断面：计算完成后，单击 该选项，程序将对模型中所有

支撑和墙运行自动结构优化。 

 自动设计支撑：计算完成后，单击 该选项，再选择要优化的支撑，程

序将对选中支撑自动结构优化。 

 自动设计墙体：计算完成后，单击 该选项，再选择要优化的支撑，程序将

对选中的墙体自动优化。 

 自动设计锚杆嵌固段长度：计算完成后，单击 该选项，再选择要

优化的嵌固段，程序将对选中的锚杆嵌固段长度自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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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价选项：造价选项在造价预算模块中可以使用。 

2.14 帮助菜单 

 

图 2.14.1 帮助菜单 

 新功能：单击 该选项，可以查看 DeepEX 新版本的新功能。 

 打开帮助手册：单击 该选项，打开软件帮助文件。 

 

图 2.14.2 用户手册 

 手册：单击 打开技术文档文件夹和打开理论手册文件夹，将

打开对应的文件夹。 

 其他：单击 关于和使用规定，设计人员可以查看 DeepEX 使用条款

以及了解当前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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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单击 设置选项，弹出默认设置对话框。 

一般标签：定义默认单位名称，公司，设计人员姓名和自动保存路径。保存文件到默认路径

选项将保存的临时过程文件保存在.deep 文件保存的文件夹中。 

 

图 2.14.3 默认设置-一般 

字体/视图标签：定义字体和其他视图选项。 

 

图 2.14.4 默认设置-字体/视图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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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标签包括以下选项： 

 显示坐标轴 

 显示土体属性信息 

 在模型左侧显示土层 

 靠近墙显示 Ka 和 Kp 值 

 模型中显示假设表 

也可以定义一些结果显示方式的查看结果选项。 

 土体/属性标签：定义钢材构件标准（EUR 或 US）和是否读取构件标准数据库。 

 

图 2.14.5 默认设置-土/属性 

 设计标签：定义钢材和混凝土构件结构设计使用的默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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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6 默认设置-设计 

 非线性标签：定义非线性分析默认文件夹位置。建议不要修改初始设置。 

 

图 2.14.7 默认设置-非线性 

 案例：单击极限平衡法案例，弹塑性地基梁案例或打开案例 ，

将打开对应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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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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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输入：一般 

DeepEX 是一款用户界面友好，功能强大的软件。在软件中创建一个基坑开挖模型的步

骤如下： 

1） 指定全局坐标 

2） 指定土类和属性 

3） 指定土层 

4） 创建水位线 

5） 指定挡墙系统（排桩，钢板桩，咬合桩，搭接桩，地下连续墙，型钢混凝土墙等） 

6） 创建支撑构件数据库（锚杆，支撑或混凝土板） 

7） 添加阶段并绘制新的支撑 

8） 修改阶段标高 

9） 分析项目 

本章描述设计人员创建基坑开挖模型应该输入哪些数据内容。 

3.2 设计规范 

DeepEX 包括所有欧洲和 AASHTO LRFD 荷载规范。在分析菜单中选择设计方法

。单击“单一”选项，可以选择包括模型中规范的单一荷载情况下的系数（图

3.2.1）。单击“多个”选项，可以选择生成规范的所有荷载情况（3.2.2）。单击“多个”选

项，根据所选规范程序将自动添加规范中每种荷载组合情况下的设计断面。 

 

图 3.2.1 单一荷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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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多个荷载规范 

下表列出了主要的荷载规范： 

规范 国家 

DM 08 意大利 

BS EN-1997-1 DA1 英国 

DIN-1054 德国 

XP94 法国 

Eurocode 7 Greece 希腊 

AASHTO LRFD 5
th

 美国 

Eurocode 7 欧洲通用 

PEN DOT AASHTO (2012) 美国 

CALTRANS LRFD 美国 

中国荷载组合 中国 

选择“单一”选项>>标准规范，弹出计算选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定义设计规范

并指定当前设计断面中使用的荷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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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单一荷载工况对话框 

单击选择生成规范的所有荷载情况“多个”选项（例如，所有 AASHTO LRFD 情况），

程序会自动创建新的设计断面，可以查看每种荷载情况下的组合系数。同时，弹出设计断面

岩土规范汇总（图 3.2.4）。在该对话框中，可以手动定义荷载组合。 

 

图 3.2.4 多个荷载工况下设计断面岩土规范汇总对话框 

单击一些选项（例如，美国规范中混凝土和钢材设计使用欧洲标准）会要求确认改变这

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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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列举了设计方法中包含的荷载组合系数： 

地震乘子 地震荷载系数 

可变荷载系数 可变荷载的荷载系数（比如，交通荷载） 

永久荷载系数 永久荷载的荷载系数 

临时锚杆系数 临时锚杆抗力分项系数（典型设计寿命<=2 年） 

永久锚杆系数 永久锚杆抗力分项系数 

摩擦角 tan 值 土摩擦角 tan 值系数 

有效粘聚力系数 有效粘聚力系数 

抗剪强度系数 不排水抗剪强度分项系数 

有利土压力系数 土压力分项系数（抗力侧） 

不利土压力系数 土压力分项系数（驱动侧） 

有利水压力系数 水压力分项系数（抗力侧） 

不利水压力系数 水压力分项系数（驱动侧） 

有利流土系数 流土稳定性验算分项系数 

不利流土系数 流土稳定性验算分项系数 

有利突涌系数 突涌稳定性验算分项系数 

不利突涌系数 突涌稳定性验算分项系数 

墙体结构安全系数 墙体极限承载力安全系数 

土钉粘结力 qs 系数 土钉极限粘结强度推定値分项系数（查表法） 

土钉粘结力 qs（试验）系数 土钉极限粘结强度实际原位试验値分项系数 

旁压试验 PL 系数 旁压试验压力限值系数 

土钉摩擦角 tan 值系数 土钉摩擦角系数 

土钉体有效粘聚力系数 该参数用在被土钉包围的土体中 

土钉体不排水抗剪强度系数 该参数用在被土钉包围的土体中 

 

下表列举了自定义组合系数： 

选项：定义是否为正常

使用组合（SLS） 

选项：混凝土裂缝的正常使用校核 

F（tan（fr）） 摩擦角 tan 值系数 

F（c’） 有效粘聚力系数 

F（Su） 剪切强度系数 

F（wall） 墙体承载力整体安全系数 

F（temp load） 活荷载系数 

F（perm load） 恒载系数 

F（temp sup.） 临时支撑系数 

F（perm sup.） 永久支撑系数 

Fg（dstab） 不稳定重力荷载系数 

Fg（stab） 稳定重力荷载系数 

F(Earth Res) 土压力抗力系数，土压力除以该系数。 

F(Earth Drive) 主动侧土压力系数，土压力除以该系数。 

F(Water Drive) 主动侧水压力系数 

F(Water Res) 被动侧水压力系数 

FHyd (stab) 流土稳定系数（流土稳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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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土失稳系数 FHyd 

(dStab) 

流土失稳系数（流土稳定计算） 

使用乘数选项 选择该选项，则初始非线性分析用 F（主动土压力系数）进行标准

化处理。然后运行非线性分析，计算结果由 F（主动土压力系数）

进行放大，以得到墙的极限设计弯矩/剪力，以及支撑反力。 

使用 F(墙)选项 激活 F(墙) 

使用自定义 qskin 安全

系数选项 

使用自定义锚杆极限粘结抗力安全系数 

锚杆 qskin 系数 锚杆极限粘结抗力分项系数 

土钉 qskin 系数 土钉极限粘结抗力分项系数 

旁压试验 PL 系数 FS 

PL(土钉) 

旁压试验 PL 系数：土钉旁压试验的压力限值系数 

土钉摩擦角 tan 值系数 

F(Fr 土钉体) 

土钉土体的土钉摩擦角 tan 值系数 

土钉体有效粘聚力系

数 F(c’ 土钉体) 

土钉体的有效粘聚力系数 

F(Su 土钉体) 土钉体的不排水抗剪强度系数 

使用 FS_STR_Nails 激活土钉结构安全系数 

FSstrNail 土钉结构安全系数 

最后除以 Fpassive  选项：墙的基本分析完成后，再单独校核墙体嵌固 GEO 安全性。

因此，欧洲 7 规范中 STR 和 GEO 校核是分开进行的。 

使用土钉面层安全系

数 

激活土钉面层结构安全系数 

3.3 数据输入：项目信息 

单击项目信息 选项，弹出项目信息窗口。对话框内可以指定项目名称，文件编

号和设计人员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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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项目信息窗口 

3.4 数据输入：土体数据 

单击一般标签>>编辑土类图标，弹出土体类型对话框。可以创建土类并定义属性。首

先选择添加土类或者从已有的土类中选择一个并修改它的属性（图 3.4.1）。 

 

图 3.4.1 土体类型窗口-添加土类 

可以改变土体名称，颜色和土类等基本信息。已经定义的土类有砂土，黏土，粉土和岩

石。如果是黏土，可以选择排水或不排水。在这个标签以下是，土体一般属性参数。基本参

数如下表： 

符号 描述 

γt 土饱和重度（水位线以下） 

γdry 土干重度（水位线以上） 

C’ 有效粘聚力 

Su 不排水抗剪强度（当黏土选择为不排水时）在非线性分析中该值作为不排水强度

的上限值。 

V 泊松比（用于弹性理论计算荷载） 

φ’ 有效内摩擦角 

Φcv’ 黏土非线性分析中使用的恒定体积有效内摩擦角 

Φpeak’ 黏土非线性分析中峰值有效内摩擦角 

Kx 土水平方向渗透系数 

Kz 土竖直方向渗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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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NC 正常固结土静止土压力系数 

nOCR 计算 K0 的指数 K0=K0NC*（（OCR）^（nOCR）） 

 

图 3.4.2 土体基本信息 

单击土类标签右边的显示试验数据，将显示根据原位试验预测土体主要材料参数工具。

包括标准贯入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和旁压试验。 

 

图 3.4.3 显示实验数据窗口-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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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 显示实验数据窗口-SPT 估计 

在土体主要材料参数后边有一个“>”符号。单击该符号将显示估计该参数的公式，这

些公式取自公开发表的刊物。 

初始状态下 B.推力标签是隐藏的。只有在 Ka、Kp 主选择窗口（分析菜单>>推力选项>>

自定义 Ka 和 Kp）中选择自定义 Ka 和 Kp 时才会出现。在该标签中，可以定义 Ka 和 Kp 计

算方法。Ka 可以根据郎肯公式计算，或者根据经验图表估算。同样，Kp 也可以根据郎肯公

式计算，或者根据经验图表估算。除了模拟特殊情况，一般建议初始 Ka 和 Kp 使用郎肯公

式。 

 

图 3.4.5 推力窗口 Ka 和 Kp 计算 

C．弹塑性定义每种土类的弹性行为。弹性模型可以选择为线性弹性-理想塑性，指数或

地基反力模量方法（分析方法为非线性分析或极限平衡法和分线性分析）。有工具帮助根据

其它参数估计加载或卸载模量。一般情况下，土体卸载模量是加载模量的三倍（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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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 弹塑性窗口 

 

下表列出了弹性模型的相关参数： 

 符号 描述 

弹塑性行为 Evc 初始压缩模量 

rEur 卸载/加载弹性模量比值（典型 3-5） 

指数行为 Eload 加载弹性模量 

exp 指数 

av 竖向应力系数 

ah 水平向应力系数 

Pref 参考压力 

rEur 卸载/加载弹性模量比值（典型 3-5） 

地基模量法 Kvc 地基反力模量 

rKur 卸载/加载弹性模量比值 

 

如果模型中创建了锚杆或土钉，需要定义极限粘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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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 锚杆极限粘结强度 

下表列出了相关参数： 

符号 描述 

qskin.u 锚杆极限粘结抗力 

ks 计算剪切抗力时使用的地基模量（土钉边坡

稳定分析中） 

qskin.u 土钉极限粘结抗力 

qskin.u 混凝土类墙的极限粘结抗力（桩的极限承载

力计算） 

3.5 数据输入：土层 

单击一般>>编辑钻孔，弹出土层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添加土层，删除土层，指定

土层顶标高以及使用的土类。并且，可以定义钻孔在模型视图中的位置。双击模型视图中钻

孔或者双击树型视图中的钻孔也可以打开该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定义 OCR。每一个独

立的设计断面可以包含不同的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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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土层对话框 

进行黏土进行弹塑性分析，因为黏土强度随着 OCR 增加而增加，因此 OCR 值非常重

要。 

3.6 数据输入：水压力  

单击分析>>地下水计算方法，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法： 

 静水压力 

 简化渗流 

 流网 

 自定义水压力 

密封开挖选项是在坑底设置隔水板阻止水流入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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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地下水分析列表 

选择以上任意一种方法后，会弹出警告提示框，提示是否将该方法应用到所有阶段。点

击是则应用到所有阶段，点击否，则只应用到当前阶段。详细描述见 2.6 节。 

3.7 数据输入：墙体数据 

模型中每一道墙都可以单独定义一种墙截面。每一种墙截面可以应用于任意设计断面任

意一道墙。双击墙体或者双击树型视图中墙体，会弹出编辑墙体数据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

以定义墙体基本属性，例如墙深度，顶标高，墙体坐标和极限平衡法中使用的节点数量。除

此之外，也可以单击一般>>结构截面>>墙截面，弹出编辑墙体属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

选择和编辑墙体截面数据。 

 

图 3.7.1 墙体数据对话框以一般标签 

主-从关系选项控制墙是否与从属节点连接。如果选择了从属节点，则墙节点和从属节

点构成了一个节点对。如果分析>>高级选项中选中允许从属单元产生拉伸裂缝，就可以模

拟墙节点和从属节点的拉伸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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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2 墙体数据对话框-高级标签 

对于连续梁建议所有选项都选中。 

3.7.1 数据输入：墙截面 

设计断面中任意一道墙都可以使用墙体材料数据。 

 

图 3.7.1.1 编辑墙体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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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列出了墙截面对话框中主要参数： 

符号 描述 

d 墙宽度 

S 墙水平间距 

被动土压力计算宽度 被动土压力计算宽度 

主动土压力计算宽度 主动土压力计算宽度 

水压力计算宽度 水压力计算宽度 

 

下表列出了软件中包含的各种墙体类型： 

选项 描述 

 

排桩+挡板，排桩材料为 H 型钢或工字钢。

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排桩+挡板，排桩材料为钢筋混凝土。其它材

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排桩+挡板，排桩材料为空心钢管。其它材料

参数将自动冻结。 

 

排桩+挡板，排桩材料为空心钢管+混凝土（管

内）。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排桩+挡板，排桩材料为槽钢。其它材料参数

将自动冻结。 

 

排桩+挡板，排桩材料为双拼槽钢。其它材料

参数将自动冻结。 

 

排桩+挡板，排桩材料为素混凝土。其它材料

参数将自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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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桩墙。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咬合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桩+H 型钢混凝

土或工字钢。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咬合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桩+钢筋混凝

土。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咬合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桩+钢管混凝

土。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咬合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其它材料参

数将自动冻结。 

 

咬合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桩+槽钢。其它

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咬合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桩+双排槽钢。

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搭接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H 型钢或工字

钢。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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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接桩，桩体材料才钢筋混凝土。其它材料

参数将自动冻结。 

 

搭接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钢管混凝土。

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搭接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双排槽钢。其

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搭接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其它材料参

数将自动冻结。 

 

搭接桩，桩体材料为素混凝土+槽钢。其它材

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地下连续墙。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T 型截面地下连续墙。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

冻结。 

 

倒 T 型截面地下连续墙。其它材料参数将自

动冻结。 

 

型钢混凝土，素混凝土+H 型钢或工字钢。其

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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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素混凝土+双排槽钢。其它材料

参数将自动冻结。 

 

型钢混凝土，素混凝土+钢管混凝土。其它材

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型钢混凝土，素混凝土+槽钢。其它材料参数

将自动冻结。 

 

自定义墙截面。型钢混凝土，双排槽钢。其

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组合板桩墙，H 型钢或工字钢+板桩墙。其它

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组合板桩墙，双排 H 型钢或工字钢+板桩墙。

其它材料参数将自动冻结。 

 

组合板桩墙，空心钢管+板桩墙。其它材料参

数将自动冻结。 

单击？按钮，弹出土压力计算宽度帮助对话框。该对话框中包含主动侧和被动侧计算宽

度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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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2 主被动土压力和水压力计算宽度 

3.7.2：墙体类型：排桩 

在墙体截面对话框，墙体类型可以选择为排桩。程序包含了所有欧洲和美国标准截面。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修改墙体尺寸。 

 

图 3.7.2.1 排桩一般截面和尺寸 

E．挡板标签，修改挡板属性，例如挡板材料类型，厚度和截面形式以及挡板在墙体上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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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2.2 挡板属性 

 

下表中列出了对话框中包含的选项： 

参数 描述 

选项：使用木材或混凝土挡板 定义挡板类型，可以定义精确的参数 

木材挡板 挡板类型选择为木材后，可以定义木材挡板

截面 

挡板厚度 定义挡板厚度 

材料 定义木材属性（选项：建筑木材或普通木材） 

混凝土挡板 挡板类型选择为混凝土后，定义混凝土挡板

截面 

拱弧度 定义挡板拱弧度（零度意味着和墙体平行） 

挡板位置 定义挡板位置（包括双墙）： 

 桩体侧壁左侧 

 和桩体侧壁左侧齐平 

 桩中心平面位置 

 桩体侧壁右侧 

 和桩体侧壁左侧齐平 

计算方法 挡板计算方法： 

 California 开槽和支撑手册 

 完全主动土压力 

 自定义 

弯矩和剪力计算 定义弯矩和剪力计算方法： 

 简支弯曲 

 中心 50% 压力 

 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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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钢梁标签中，可以定义钢梁材料属性或者从数据库中选择标准型号。型钢可以是 H

型钢，工字钢，槽钢（单双）或者圆管（空心或混凝土）。 

考虑由于接头的存在会影响钢管强度，降低钢管承载力，因此需要折减截面模数。全焊

缝钢管可能具有理论计算承载力，因此可以不需要激活该选项。 

该标签中的选项如下表： 

符号 描述 

D 高度或直径 

A 面积 

Ixx 惯性矩强轴 

Iyy 惯性矩弱轴 

Sxx 弹性截面模数强轴 

Syy 弹性截面模数弱轴 

rx 惯性半径强轴 

ry 惯性半径弱轴 

Zxx 塑性截面模数强轴 

Zyy 塑性截面模数弱轴 

tP 厚度 

J 转动惯量 

W 理论重量 

 

图 3.7.2.3 H 型钢截面 

无支撑长度 Lb 和开挖面以下无支撑长度系数 Lx 控制墙体承载力屈曲计算。 

还有一些其它有用的选项，例如接头的存在考虑钢管承载力折减，混凝土刚度计算的有

效性。也可以手动边界截面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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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2.4 H 型钢排桩俯视图 

 

图 3.7.2.5 双槽钢截面 

3.7.3 墙体类型：板桩墙 

编辑墙体对话框中，选择墙体类型为板桩墙。可以从板桩墙数据库中选择标准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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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3.1 一般截面和尺寸-钢板桩 

 

C．钢板桩标签中，可以更改钢板桩属性。具体属性选项如下表： 

符号 描述 

h 高度 

A 面积 

b 基本长度 

tf 翼缘厚度 

Ixx 强轴惯性矩 

Sxx 强轴弹性截面模量 

S 腹板厚度 

α 腹板与水平轴夹角 

 

图 3.7.3.2 钢板桩材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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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3.3 钢板桩俯视图显示 

当模型中墙体类型为钢板桩墙时，那么在设计标签中会显示钢板桩腐蚀选项。单击钢板

桩腐蚀 选项，将弹出钢板桩腐蚀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选择检查结构设计寿命，

以便考虑腐蚀对钢板桩墙的影响。一般在最后一个开挖阶段，添加该阶段。 

 

图 3.7.3.4 钢板桩腐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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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选项如下表： 

选项：检查设计寿命 

定义设计寿命（单位为年） 

选择定义腐蚀速率或厚度损耗 

定义飞溅区腐蚀速率或厚度损耗 

定义土层中腐蚀速率或厚度损耗 

定义潮间带腐蚀损耗或厚度损耗 

选项：使用水位绝对标高 

定义水位标高（平均高水位，低水位，激浪区） 

定义推荐最小厚度 

选项检查最小截面属性百分比 

3.7.4 墙体类型：咬合桩和搭接桩 

编辑墙体对话框中，选择墙体类型为咬合桩或搭接桩。可以从数据库中选择标准型号。

程序包含了所有欧洲和美国标准截面。 

 

图 3.7.4.1 一般截面和尺寸-咬合桩 

在 B.钢梁标签中，可以修改钢梁材料属性。包含的属性如下表。截面可以是 H 型钢，

工字钢，槽钢（单双）或钢管截面（空心或内含混凝土）。素混凝土桩的截面尺寸可以和加

筋混凝土桩尺寸相同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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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4.2 编辑墙体属性-钢梁标签 

 

图 3.7.4.3 H 型钢咬合桩俯视图显示 

3.7.5 墙体类型：地下连续墙 

编辑墙体对话框中，选择墙体类型为地下连续墙（图 3.7.5.1）。在 D.混凝土-钢筋标签

中，可以更改混凝土和墙体钢筋（图 3.7.5.2）。如果选中多种钢筋截面选项，将显示多层钢

筋选项（图 3.7.5.3）。标签中的选项菜单如下表。图 3.7.5.4 为 F.显示标签中显示的地下连

续墙的俯视图。地下连续墙的形式也可以选为 T 型截面或者倒 T 型截面地连墙，如图 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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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5.1 地连墙尺寸 

 

 

符号 描述 

D 墙体厚度 

A 面积 

B 长度 

Ixx 强轴惯性矩 

N 钢筋数量 

Bar# 钢筋型号 

Astop 顶层钢筋面积 

Asbot 底层钢筋面积 

Ctop 左侧保护层厚度（墙壁至最左外侧钢筋中心） 

Cbot 右侧保护层厚度（墙壁至最右侧钢筋中心） 

sV 剪切钢筋竖向间距 

sH 剪切钢筋水平向间距 

使用多种钢筋截面形式 选项：墙体多层钢筋 

将墙看做板 选项：仅适用于地下连续墙并且在剪切承载

力计算时将他们看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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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5.2 混凝土和钢筋属性 

 

图 3.5.7.3 多层钢筋选项窗口 

 

下表列出了多层钢筋对话框中的选项： 

钢筋长度（从左侧） 

左侧钢筋尺寸 

左侧钢筋数量 

左侧钢筋包含层厚度 

右侧钢筋尺寸 

右侧钢筋数量 

右侧钢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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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钢筋保护层厚度 

选项：使用抗剪钢筋 

剪切钢筋尺寸 

剪切钢筋面积 

剪切钢筋水平间距 

剪切钢筋竖向间距 

选项：使用并编辑多层钢筋 

 

 

图 3.7.5.4 俯视图显示 

 

图 3.7.5.5 T 型地连墙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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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墙体类型：型钢混凝土墙 

在编辑墙体对话框中，选择墙体类型为咬合桩或搭接桩。可以从数据库中选择标准型号。

程序包含了所有欧洲和美国标准截面。 

 

图 3.7.6.1 一般截面和尺寸-型钢混凝土墙 

钢梁属性和选项如图所示。图 3.7.6.2 为 F.显示标签中显示型钢混凝土墙的俯视图。 

 

图 3.7.6.2 型钢混凝土墙俯视图 

3.7.7 墙体类型：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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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墙体对话框中，选择墙体类型为自定义（图 3.7.7.1），可以直接定义墙体惯性矩，

墙体厚度，不使用任何已经定义好的墙体类型的墙体顶部和底部释放。图 3.7.7.2 显示了自

定义墙体俯视图。 

 

图 3.7.7.1 一般截面数据及尺寸-自定义墙体类型 

顶部 截面顶部标高 

材料 截面材料 

Ixx 惯性矩 

底部释放 截面底部释放 

顶部释放 截面顶部释放 

t 截面厚度 

 

图 3.7.7.2 自定义墙体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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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墙体类型：组合板桩墙 

在编辑墙体对话框中，选择墙体类型为组合板桩墙。可以从数据库中选择标准型号，也

可以自定义属性（图 3.7.8.1）。在组合板桩墙标签中选择的截面属性会自动赋值给钢板桩和

钢梁标签。后续可以在钢板桩或钢梁标签中更改相应截面尺寸，但是推荐保持默认值

（3.7.8.2）。 

 

图 3.7.8.1 组合钢板桩对话框 

 

图 3.7.8.2 钢板桩对话框 

3.8 数据输入：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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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数据输入：锚杆 

在模型中添加锚杆后，会弹出边界支撑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定义锚杆的精确坐

标，自由段长度和嵌固段长度。并且，可以定义锚杆安装角度，锚杆水平间距和锚杆截面材

料。点击编辑截面可以更改截面材料属性。 

 

图 3.8.1 编辑锚杆对话框 

符号 描述 

X 锚杆 X 坐标 

Z 锚杆 Z 坐标 

自由段长度 自由段长度 

嵌固段长度 嵌固段长度 

嵌固段有效长度 嵌固段有效长度，以百分比形式 

a 锚杆安装角 

水平间距 锚杆水平方向间距 

预应力 选项：考虑锚杆预应力 

结构截面 定义锚杆结构截面 

螺旋锚杆 选项：使用螺旋锚杆 

改变锚杆类型 选项：使用不同锚杆型号 

激活/冻结 选择当前阶段激活/冻结 

临时锚杆 定义锚杆为临时或永久 

编辑支撑对话框中 B．选项标签，可以选择锚杆和墙体主单元连接或者和使用从属单元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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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2 编辑锚杆对话框-选项标签 

结果标签中，可以查看锚杆计算结果。 

 

图 3.8.3 编辑锚杆对话框-结果标签 

下表中列出了结果列表： 

符号 描述 

Paxial 锚杆轴力 

M 弯矩 

Pall 允许结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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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t 极限结构承载力 

Pall 允许岩土承载力 

Pult 极限岩土承载力 

使用的 FS 极限岩土设计承载中使用的整体安全系数 

模型计算完成后，单击显示所有计算结果，将弹出 html 文件，包含当前阶段当前锚杆

执行的所有计算公式和结果。 

3.8.2 数据输入：锚杆截面 

单击一般>>结构截面>>编辑锚杆截面窗口，弹出锚杆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可以定义钢绞线材料和直径，注浆选项和岩土安全系数。大多数情况下，

为了获得更高的承载力，注浆是压力注浆。通过输入密实系数以提高抗剪强度来考虑这种效

应。使用这些系数的时候要小心，这些系数可用于初步估计锚杆抗拔承载力。在绝大多数的

项目中，所有锚杆都要测试。对于粘结强度部分，可以选择粘聚系数行为（粘结系数），锚

杆抗拔承载力摩擦部分通过锚杆平均有效围压计算（侧向静止土压力 + 顶部&底部竖向应

力），忽略承载力。锚杆截面形式有： 

a) 钢绞线或自定义钢筋 

b) 实心钢筋 

c) 自定义面积 

d) 微型钢管桩 

e) 微型型钢桩 

 

图 3.8.4 锚杆-截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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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义的属性如下表： 

符号 描述 

名称 定义截面名称 

钢绞线材料型号 选择钢绞线材料 

fy 钢筋屈服强度 

E 弹性模量 

钢绞线直径 钢绞线直径（如果选择了钢绞线） 

Di 钢绞线内径（如果选择了钢绞线） 

No 钢绞线数量（如果选择了钢绞线） 

Bar# 钢筋直径（如果选择了实心钢筋） 

No 钢筋数量（如果选择了实心钢筋） 

A 钢筋面积（如果选择了自定义钢筋） 

混凝土材料 选择注浆体使用的材料 

Dfix 嵌固段（注浆段）直径。直径通常是执行直

径的函数 Dsfil=a*Dperf（或钻孔直径） 

当程序主界面>>设计>>岩土安全系数（Geo FS）未选中时，将使用对话框中的岩土安

全系数。 

 

图 3.8.5 高级岩土选项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定义下列属性： 

符号 描述 

极限粘结力 定义极限粘结力（如果选择该选项），勾选

该选项后，由该值计算锚杆嵌固段极限抗拔

承载力 

- 使用和定义摩擦型抗剪强度（如果选择该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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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和定义粘结型抗剪强度（如果选择了该

选项） 

粘结系数 定义粘结系数（如果选择了使用粘结系数选

项） 

C．高级标签中可以定义以下属性： 

 

图 3.8.6 高级选项 

符号 描述 

- 定义结构允许应力系数 

- 定义锚杆嵌固段和自由段颜色 

Fall 定义抗拔承载力（如果选中了自定义承载力

选项） 

Fmax 定义抗拔承载力最大值（如果选中了自定义

承载力选项） 

Fall 定义结构允许承载力 

Fmax 定义结构最大允许承载力 

Ixx.strand 钢绞线惯性矩 

Sxx.strand 一根钢绞线弹性截面模数（用于土钉） 

Zxx.strand 一根钢绞线塑性截面模数（用于土钉） 

- 选项：忽略弹簧承载力（弹簧不会破坏，推

荐使用） 

3.8.3 数据输入：螺旋锚杆截面 

在螺旋锚杆截面对话框中，可以从锚杆数据库中选择锚杆或者添加新的截面。当前项目

中可以使用其中的锚杆。一般标签中包含计算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选项。高级标签中，可以

指定安全系数和自定义岩土/结构允许承载力和极限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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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7 螺旋锚杆截面 

对话框中包含的属性如下表： 

符号/选项 描述 

Fy 锚杆抗拉屈服强度 

Fu 锚杆抗拉极限强度 

直径 锚杆直径 

厚度 锚杆厚度 

Ixx 惯性矩 

Sxx 弹性截面模数 

Zxx 塑性截面模数 

Telastic 轴管抗扭屈服承载力 

Tplastic 轴管抗扭极限承载力 

E 弹性模量 

Apipe 锚杆轴管面积 

Qyield 轴管抗拉屈服承载力 

Qultimate 轴管抗拉极限承载力 

Helix diameter 螺旋板直径 

Helix spacing 螺旋板间距 

Helix thickness 螺旋板厚度 

Effective helix area 螺旋板有效面积 

Helix pich 螺旋板倾角 

Qhelix 一块螺旋板极限抗拉承载力 

Fs 安全系数 

σ’vmax 有限竖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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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数据输入：内支撑截面 

单击一般>>结构截面>>内支撑截面，弹出内支撑对话框。或者当在模型中添加水平支

撑或者斜撑时会弹出编辑支撑对话框，再点击结构截面后面编辑按钮，也可以打开内支撑对

话框。软件中水平支撑和斜撑截面形式可以选择为 I 型截面，圆管截面和空心截面。软件中

包含了所有欧洲标准和美国标准截面。可以在数据库中选择或手动编辑支撑属性。属性信息

如下表： 

 

图 3.9.1 支撑截面对话框 

符号 描述 

D 高度或直径 

A 截面面积 

fy 屈服强度 

Ixx 强轴惯性矩 

Iyy 弱轴惯性矩 

Sxx 强轴弹性截面模数 

Syy 弱轴弹性截面模数 

rx 强轴惯性半径 

ry 弱轴惯性半径 

Zxx 强轴塑性截面模数 

Zyy 弱轴塑性截面模数 

tP 厚度 

J 转动惯量 

W 理论重量 

构件偏置 对于双排型钢，该值值双排型钢间水平间距 

Lb 无支撑翼缘长度。这意味着将以固定间隔提

供横向支撑。程序不会设计水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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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构件数量可以选择单个或者两个，同时需要定义构件间距，。对于支撑截面选为 H

型钢时，建议截面旋转选为竖向。 

 

图 3.9.2 多个型钢构件选项标签 

内支撑截面属性定义完成后，可以在编辑支撑对话框（在模型视图中双击支撑或斜撑）

中定义支撑或斜撑预应力。如果施加预应力，只在安装支撑的阶段施加预应力。对于支撑来

说，预应力为负值是指压力（推荐）。 

 

图 3.9.3 支撑预应力对话框 

模型计算完成后，单击显示全部计算结果选项，将弹出一个 html 文件，包含当前阶段

当前支撑所有计算结果及相关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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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4 内支撑计算结果 

3.9.1 液压和机械支撑 

单击一般>>结构截面>>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弹出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对话框（图

3.9.4）。或者当在模型中添加水平支撑或者斜撑时会弹出编辑支撑对话框，再点击结构截面

后面编辑按钮，也可以打开液压和机械支撑对话框。注意：如果想从编辑内支撑对话框中进

入编辑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对话框，需要在编辑支撑数据>>2.支撑类型与结构截面标签中，

勾选 “使用液压和机械支撑”。 

 

图 3.9.5 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对话框-类型和尺寸标签 

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可以是箱型或圆管。可以手动编辑支撑属性或者从数据库中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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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信息如下表： 

符号 描述 

D 高度或直径 

A 截面面积 

fy 屈服强度 

Ixx 强轴惯性矩 

Iyy 弱轴惯性矩 

Sxx 强轴弹性截面模数 

Syy 弱轴弹性截面模数 

rx 强轴惯性半径 

ry 弱轴惯性半径 

Zxx 强轴塑性截面模数 

Zyy 弱轴塑性截面模数 

tP 厚度 

J 转动惯量 

W 理论重量 

选项：使用圆形截面，并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型号 

选项：使用箱型截面，并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型号 

选项：使用千斤顶 可以选择使用机械或者液压千斤顶 

定义千斤顶类型（液压或机械） 

定义液压或活塞补充数据（取决于千斤顶类型） 

定义杆体数量 

定义杆体内径尺寸 

定义杆体外径尺寸 

定义流体模量 (选择液压千斤顶) 

定义流体长度(选择液压千斤顶) 

Lcon 首端连接板长度 

Lhydraulic unit 液压装置长度（选择液压千斤顶） 

选项：手动修改支撑截面属性 

选项：支撑截面不屈服（非线性分析） 

支撑类型为液压支撑时，在非线性分析中，使用活塞面积和长度确定刚度。分析中假设

只考虑主支撑截面和液压千斤顶，计算等效刚度。 

在强度标签中，可以定义额定支撑承载力，结构允许承载力和极限承载力，或者手动插

入轴向承载力和长度关系图表，这个去现场通常厂商会提供。包含了一些选项，定义承载力

图表是否为允许承载力和分析中使用是否该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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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6 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对话框-强度标签 

在活络头标签中，可以定义活络头材料属性。 

 

图 3.9.7 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对话框-活络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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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选项如下表： 

编辑名称 

选项：使用圆管截面或箱型截面 

定义单元长度 

定义单元厚度 

定义首端和尾端单元尺寸 

定义活络头翼缘厚度 

选项：首端到尾端刚度是连续的 

选项：每边都使用加劲肋 

加劲肋尺寸（当选择使用加劲肋） 

如果此时不检查活络头和连接板结构承载力。认为它们的承载力等于或大于主支撑截

面。详细信息请咨询提供结构的厂商。 

 

图 3.9.8 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对话框-连接板标签 

在连接板标签中可以选择使用的连接板和定义连接板类型。包含以下选项： 

 编辑首端封头板 

 编辑尾端封头板 

 编辑首端连接板 

 编辑尾端连接板 

 编辑连接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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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9 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对话框-连接板数据对话框 

在连接板数据对话框中可以选择使用连接板和加劲肋，以及定义连接板和加劲肋的尺

寸。包含下列选项： 

选项：使用连接板 

定义连接板类型（圆形，矩形） 

定义连接板厚度 

定义连接板高度或直径 

选项：使用加劲肋 

定义加劲肋高度 

定义加劲肋在顶部的长度 

定义加劲肋在底部的长度 

定义加劲肋的厚度 

定义加劲肋数量 

加劲肋和其他单元只是用来显示，不是用来对这些单元进行结构承载力检查。 

连接板类型和数据对话框中可以定义首端或尾端封头板类型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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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10 液压和机械支撑截面对话框-封头板数据对话框 

包含的选项如下表： 

定义封头板名称 

选择封头板类型（Pin type/swivel or Base plate for mechanical） 

定义封头板厚度和直径 

定义封头板位于支撑起止位置处的数量 

封头板数据只用用来显示，对于承载力（定义承载力图表）相关信息询问相应厂商。 

3.10 数据输入：板截面和板支撑 

单击一般>>结构截面>>板截面，弹出板截面对话框（图 3.10.1）。或者当在模型中添加

板时会弹出编辑支撑对话框，再点击结构截面后面编辑按钮，也可以打开板对话框。A.截面

属性标签中可以修改混凝土和钢筋材料属性以及定义墙体纵向钢筋和抗剪钢筋的数量和型

号。也可以在编辑支撑对话框（在模型视图中双击板支撑）中定义板预应力。在 A.截面属

性标签中定义的信息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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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 板截面对话框 

 

 

符号 描述 

D 板计算宽度 

A 面积 

B 板计算高度 

Ixx 强轴惯性矩 

tf 翼缘厚度 

Bar# 钢筋型号 

As,top 顶部钢筋面积 

As,bot 底部钢筋面积 

Ctop 顶部钢筋保护层厚度（顶部外壁到钢筋中心

的距离） 

Cbot 底部钢筋保护层厚度（底部外壁到钢筋中心

的距离） 

sX 抗剪钢筋水平距离 

sY 平面外方向抗剪钢筋分布（俯视图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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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2 板作用标高，间距和截面属性对话框 

 

C．结果标签，当模型计算完成后显示板计算结果信息。 

 

图 3.10.3 结果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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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列出了板计算结果信息： 

符号 描述 

Paxial 板支撑反力 

M 跨中弯矩 

Pall 轴向允许承载力 

Pult 轴向极限承载力 

Mleft 左侧弯矩（当约束板时） 

MLdesign 左侧弯矩设计值（标准值除以安全系数） 

Mright 右侧弯矩（当约束板时） 

MRdesign 右侧弯矩设计值（标准值除以安全系数） 

Mcapacity top 板负弯矩承载力 

Ubottom 水压力（密封开挖时，当板用于模拟密封板，

作用在板底部的水压力标准值（未除以安全

系数）） 

Vleft 左侧剪力 

VLdesign 左侧剪力设计值 

VLcap 左侧剪力承载力 

Vright 右侧剪力 

VRdesign 右侧剪力设计值 

VRcap 右侧剪力承载力 

除此之外，还可以查看板的岩土允许/极限承载力和结构允许/极限承载力。 

3.11 数据输入：固定支撑 

单击一般>>绘制固定支撑，可以添加固定支撑。固定支撑用来固定支撑的水平位移。

单击该选项后，可以在墙体上单击，生成固定支撑。 

3.12 数据输入：弹簧支撑 

单击一般>>绘制弹簧支撑，可以添加弹簧支撑。单击该选项后，可以在墙体上单击，

生成弹簧支撑，将弹出编辑支撑对话框。在 A.一般标签中，可以定义轴向刚度和转动刚度

以及弹簧支撑在墙体上的位置（图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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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1 弹簧支撑对话框 

3.13 数据输入：边坡稳定性 

3.13.1 边坡稳定性分析 

软件中的边坡模块可以执行边坡稳定性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毕肖普法（Bishop），摩

根斯顿-普莱斯（GLE）,斯宾塞（Spencer）和瑞典条分法（Swedish）。定义边坡的方法如

下：首先，创建边坡或者台阶（在模型中右键，选择设置左侧台阶），将会弹出放坡对话框。

通过定义边坡角度或竖向距离与水平距离比值方法定义边坡面。 

 

图 3.13.1 设置台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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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分析的边坡定义圆心点坐标或圆心矩形区域。 

 

图 3.13.2 斜坡圆弧圆心 

 

 

图 3.13.3 矩形圆心坐标搜素 

再次，选择滑裂面通过的点。滑裂面形状有以下几种： 

圆弧滑动面：在模型中定义一条圆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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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4 单一圆弧 

自定义指定滑裂面：指定滑裂面通过的点。 

 

图 3.13.5 自定义滑裂面 

块形滑面：指定滑裂面通过的两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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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6 限定滑裂面通过指定点 

 定义滑块基点。指定滑裂面通过的位置。 

 

图 3.13.7 两个点 

 

单击边坡>>选项，弹出边坡稳定性选项对话框。在 1.方法标签中，可以定义边坡稳定

性分析方法（图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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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8 边坡稳定性选项-分析方法标签 

标签中的属性信息如下表： 

符号 描述 

Bishop 毕肖普方法 

Morgenstern Price 摩根斯顿-普莱斯方法 

m 条块间满足力和力矩平衡的系数（如果选择了摩根斯顿-普莱斯） 

v 条块间满足力和力矩平衡的系数（如果选择了摩根斯顿-普莱斯） 

FS0 假设初始的安全系数（如果选择了摩根斯顿-普莱斯） 

λ0 假设初始的换算系数（如果选择了摩根斯顿-普莱斯） 

Spencer 斯宾塞方法 

Janbu 简布方法 

- 每个搜索点的最大迭代数 

- 收敛误差 

DX 初始条块宽度 

- 条块最少数量 

在 2.圆弧中心标签中，可以定义圆弧滑裂面的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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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9 边坡稳定性选项-圆弧中心标签 

标签中的属性信息如下表： 

符号 描述 

只使用一点 对于圆弧滑裂面的圆心，选择只使用一个点作为圆心。 

输入坐标确定圆心 坐标确定圆心。 

左 左边搜索界限（圆心搜索类型为矩形） 

右 右边搜索界限（圆心搜索类型为矩形） 

步数 两个水平向边界尺寸间搜索步数（圆心搜索类型为矩形） 

顶 顶部搜索界限（圆心搜索类型为矩形） 

底 底部搜索界限（圆心搜索类型为矩形） 

步数 两个竖向边界尺寸间搜索步数（圆心搜索类型为矩形） 

旋转 搜索的旋转角度 

在 3.半径搜索标签中，可以定义圆弧滑裂面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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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0 边坡稳定性选项-半径搜索标签 

标签中的属性信息如下表： 

符号 描述 

使用单一半径搜索 选项：使用单一半径搜索 

指定半径精确坐标界限 选项：指定半径精确坐标界限（起始半径和最终半径） 

初始 R 初始半径（如果选择了指定半径精确坐标界限） 

最终 R 最终半径（如果选择了指定半径精确坐标界限） 

指定精确坐标 选项：两个点确定半径的搜索范围 

初始 X 初始搜索点 X 坐标 

初始 Z 初始搜索点 Z 坐标 

最终 X 最终搜索点 X 坐标 

最终 Z 最终搜索点 Z 坐标 

半径起始于 定义半径起始界限（如果上述三个选项都未选中时） 

半径结束于 定义半径结束界限（如果上述三个选项都未选中时） 

半径增量 定义半径增量 

在 4.主动/被动标签中，定义主动和被动楔形分析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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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1 边坡稳定性选项-主动被动标签 

标签中的属性信息如下表： 

符号 描述 

考虑主动角范围 选项：考虑主动角范围，并且可以定义角度 

扫描主动角 选项：考虑扫描主动角（如果选择了考虑主动角范围选项） 

角度范围+，步数 定义角度范围和步数（如果选择了考虑扫描主动角） 

考虑被动角范围 选项：考虑被动角范围，并且可以定义角度 

扫描被动角 选项：考虑扫描被动角（如果选择了考虑被动角范围选项） 

角度范围+，步数 定义角度范围和步数（如果选择了考虑扫描被动角） 

使用块体分析 选择使用块体分析 

初始 X 块体初始点 X 坐标（如果选择了块体分析） 

初始 Z 块体初始点 Z 坐标（如果选择了块体分析） 

最终 X 块体最终点 X 坐标（如果选择了块体分析） 

最终 Z 块体最终点 Z 坐标（如果选择了块体分析） 

步数 块体分析步数（如果选择了块体分析） 

在 5.支撑标签中，可以定义是否包含支撑力。 



DeepEX2018 用户手册 

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www.cisec.cn 143 

 

图 3.13.12 边坡稳定性选项-支撑标签 

标签中的属性信息如下表： 

符号 描述 

考虑支撑反力 选项：支撑反力 

考虑支撑正常使用承载力 选项：包括支撑正常使用承载力 

考虑支撑极限承载力 选项：包括支撑极限承载力 

忽略支撑力 选项：忽略支撑力 

由迭代确定土钉力的发挥 确定在迭代过程中发挥的土钉力（当 FS=1） 

最小发挥系数 以极限承载力百分比确定最小发挥系数（如果选择了根据迭

代过程确定土钉力的发挥选项） 

相互作用发挥系数 Inails.mob 相互作用发挥系数（如果选择了根据迭代过程确定土钉力的

发挥选项）。该系数用于确定发挥的土钉力，根据下式： 

Fmob=（Fx,ultimate-Fx,FS）*Inails.mob+Fx,FS=1 

在 6.其他标签中，可以选择考虑墙体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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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3 边坡稳定性选项-其它标签 

标签中的属性信息如下表： 

描述 

选项：在稳定性分析中考虑墙体抗剪承载力（排桩和排桩加挡板墙除外） 

选项：板桩墙抗拔承载力 

选项：考虑岩土体抗拉 

选项：忽略条块垂直面上的土体剪力（最后条块） 

选项：条块垂直面上使用静止土压力 

竖向条块数量 

选项：在条块底部包括锚杆剪力（如果有锚杆）。那么当锚杆嵌固段和条件底部相交时，条

块收到的方向力和剪力增加。（毕肖普方法） 

在 7.3D 荷载标签中，可以定义三维荷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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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4 边坡稳定性选项-三维荷载标签 

标签中有以下选项： 

忽略所有基础荷载（和其他 3D 荷载） 

考虑所有基础荷载（和其他 3D 荷载） 

考虑墙体 Y 轴方法最大支撑间距范围内的基础荷载 

仅考虑平面外墙体 y 轴方向界限内的基础荷载。 

在 8.拉力裂缝中，可以选择拉裂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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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5 边坡稳定性选项-拉力裂缝标签 

标签中有以下选项： 

考虑拉裂缝 

指定拉裂缝深度 

输入拉裂缝深度值（如果选择了指定拉裂缝深度选项） 

自动确定拉裂缝深度（从第一层土） 

裂缝中充满水 

3.13.2 土钉 

土钉通常用于加固边坡。可以在模型中添加一根或多根土钉（图 3.13.16~17）。在土钉

上双击，将弹出编辑土钉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编辑土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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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6 添加单根土钉 

 

图 3.13.17 添加一排土钉 

在编辑土钉对话框中一般标签，可以设置土钉位置，土钉长度和安装角等信息。也可以

定义面板角度，土钉截面等（图 3.13.8）。单击结构截面选项后边的编辑按钮，弹出锚杆截

面对话框，可以在该对话框中选择土钉材料类型。在编辑土钉对话框中还可以定义土钉承载

力损失（腐蚀等）和其他分析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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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8 编辑土钉对话框 

符号 描述 

X 土钉起点 X 坐标 

Z 土钉起点 Z 坐标 

Lfree 土钉自由长度 

Lfix 土钉嵌固长度 

a 土钉安装角 

水平间距 土钉水平间距 

β 面板角度 

还有以下选项： 

定义土钉截面，选择并编辑 

选择承载力损失 

 厚度损失 tC 

 承载力损失占总承载力百分比 

选择当前阶段激活或冻结支撑 

定义支撑是永久支撑还是临时支撑（当选择设计方法时该选择对计算结果有影响） 

选择只使用外部荷载分析 

考虑土钉剪切（当土钉穿过滑裂面位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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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9 编辑土钉截面 

 

图 3.13.20 分析选项 

在 B.结果标签中，可以查看以下结果： 

 

图 3.13.21 结果选项 

符号 描述 

Paxial 土钉轴力 

M 土钉弯矩 

Po.At face 土钉坡面反力 

Pmax.mob 土钉发挥的轴力最大值 

Pmax.stage 当前阶段最大反力 

Pmax. All stages 所有阶段最大反力 

Pmax. Global 所有连接断面最大反力 

Pgeo. Design 岩石设计承载力 

P geo. ultimate 岩土极限承载力 

Pdesign 结构设计承载力 

Pult 结构极限承载力 

在 C.详细结果标签中，可以查看以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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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22 详细结果选项 

拉力：当边坡临界破坏 FS=1 时，土钉产生的拉力。 

拉力最大值：所有滑裂面中土钉产生的最大拉力。 

拉力承载力 STR：土钉岩土承载力。 

临界剪力 GEO:下面三个标准计算得到的剪力最小值。 

剪力承载力 STR：结构抗剪承载力。 

剪力 C2：根据（C1,C2,C4）标准计算得到的剪力（详见边坡稳定手册，P31-33）。 

剪力 C3：同上。 

剪力 C4：同上。 

剪力 C4 LE：同上（LE：极限平衡法）。 

模量 ks：在临界破坏点位置处水平向地基反力模量。 

土压力：详见边坡稳定手册，P31。 

极限土压力：详见边坡稳定手册，P31。 

长度：临界破坏时，土钉计算长度。 

Ixx calc:土钉惯性矩（包含腐蚀等因素的折减）。 

Sxx calc:土钉截面模数（欧洲：Wel）. 

厚度损失：包含土钉支护厚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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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损失：包含结构承载力损失（当考虑腐蚀时）。 

3.14 数据输入：腰梁 

在软件中，可以在支撑上添加腰梁。腰梁施加在支撑和墙体的连接点位置处。为了创建

一个新的腰梁，首先要创建支撑。支撑创建完成后，单击一般>>创建支撑上的腰梁按钮，

在支撑上单击，将弹出腰梁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选择腰梁类型。包含很多荷载类型，

点荷载，局部荷载。下表中列出了荷载类型。 

对话框中可以定义以下信息： 

 编辑腰梁名称 

 定义截面属性，选择并编辑。 

 定义竖向间距 

 支撑间距 

 墙间距 

 自定义值 

 定义轴力 

 轴力为零 

 支撑反力百分比 

 自定义值 

 荷载类型 

 点荷载（适合排桩） 

 均布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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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1 腰梁对话框 

点荷载类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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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荷载类型 1 

 

点荷载类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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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荷载类型 3 

 

点荷载类型 4 

 

点荷载类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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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布荷载类型 0 

 

均布荷载类型 1 

 

均布荷载类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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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布荷载类型 3 

 

均布荷载类型 4 

 

均布荷载类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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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布荷载类型 6 

 

均布荷载类型 7 

 

均布荷载类型 8 

 

下一步可以选择腰梁截面，单击编辑按钮（图 3.14.2）。在弹出的腰梁截面对话框中选

择使用钢材还是混凝土（图 3.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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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2 编辑腰梁截面按钮 

 

图 3.14.3 钢梁截面 

 

图 3.14.4 混凝土截面 

单击钢材，会显示以下信息： 

使用多根钢构件：支撑的腰梁可以使用多根钢构件。钢构件的间距可以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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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旋转腰梁：对于某种支撑（锚杆，弹簧支撑），且选中使用多根钢构件时才会起作用。

腰梁的安装角自动和支撑安装角一致，或者自定义腰梁安装角（图 3.14.5）。对于某种支撑，

腰梁安装角是水平的，例如斜撑（图 3.14.6）。旋转只适用于型钢梁。 

 

图 3.14.5 锚杆中旋转腰梁 

 

图 3.14.6 竖向斜撑中水平腰梁 

手动修改型钢截面属性：手动修改腰梁截面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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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7 竖向斜撑中混凝土腰梁 

 

当腰梁材料类型选择混凝土时（图 3.14.7），需要定义钢筋信息，如下表： 

符号 描述 

D 腰梁高度（厚度） 

A 截面面积 

B 宽度 

Bar# 钢筋型号 

As,top 顶部钢筋面积 

As,bot 底部钢筋面积 

Ctop 顶部钢筋保护层厚度（顶部外壁到钢筋中心的距离） 

Cbot 底部钢筋保护层厚度（底部外壁到钢筋中心的距离） 

sV 抗剪钢筋竖向距离 

sH 抗剪钢筋水平向距离 

 

 

图 3.14.8 腰梁对话框-混凝土截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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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标签中信息如下表： 

符号 描述 

Paxial 作用在腰梁上的轴力 

Mspan XX 沿 X 轴方法跨中弯矩 

Msup XX 沿 X 轴方法在支撑位置处弯矩 

Mspan YY 沿 Y 轴方法跨中弯矩 

Msup YY 沿 Y 轴方法在支撑位置处弯矩 

Vxx 沿 X 轴方向剪力 

Vyy 沿 Y 轴方向剪力 

Pcap 轴向承载力 

Mx cap 沿 X 轴弯矩承载力 

My cap 沿 Y 轴弯矩承载力 

Vxcap 沿 X 轴剪力承载力 

Vycap 沿 Y 轴剪力承载力 

3.15 数据输入：混凝土支座 

混凝土支座将斜撑的力传递至土层中。一个混凝土支座可以连接多道斜撑。软件考虑了

作用在混凝土支座上的净水平力。当计算混凝土支座滑移安全系数时，软件同时计算混凝土

支座两边的力。根据库伦理论，不考虑墙体摩擦角，使用平均墙面角度计算主被动土压力。

考虑到只有当位移很大时才会增加被动抗力，因此忽略混凝土支撑摩擦角。软件没有考虑混

凝土支撑竖向承载力。软件也会计算作用在混凝土支座上的斜撑作用力以及基底抗剪强度。 

 

图 3.15.1 竖向斜撑混凝土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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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2 竖向斜撑混凝土支座数据 

混凝土支座输入数据如下表： 

参数 描述 

顶部宽度 混凝土支座顶部宽度 

底部宽度 混凝土支座基底宽度 

高度 H 混凝土支座高度 

Z 混凝土支座顶部标高 

X 混凝土支座 X 坐标，是指承受主动土压力的竖向面的位置 

左侧为被动面 选项：选中后混凝土支座的倾斜面在左侧，其参考点坐标在右侧。 

混凝土支座是连

续的 

选项：选中后混凝土支座看作是连续的。 

水平间距 S 混凝土支座非连续时，定义其水平间距 

长度 L 考虑混凝土支座 3D 形状，平面外方向混凝土支座长度 L<=S 

基底界面摩擦比

（0-1） 

墙体摩擦家与土体摩擦角的比值。用于计算基底抗剪强度。一般不超过 0.67

（或者 67%土体摩擦角） 

基底界面粘聚比

（0-1） 

对于黏性土，基底和土体之间存在粘聚力。通常使用 0.5.使用时要注意该

值是当混凝土支座和土完全接触时才适用。 

三维楔体效应 m3 

m3 是通过提高被动抗力宽度来考虑三维效应。该系数通过乘以支座高度

增加了混凝土支座每一边的宽度。因此，被动抗力计算宽度： 

s.pass=L+2*m3*H<=S 

 

3.16 数据输入：横梁支撑 

横梁支撑用于模拟箱形或圆形横向支撑。横梁支撑使用腰梁截面以及在横梁支撑对话框

中定义的形状信息。 

通常开挖深度不深的情况下，经常使用箱形类型的横梁支撑。这种情况下，可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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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的支撑，因为圆形横梁支撑通过自身的抗弯和轴力能够自稳。单击一般>>绘制支

撑>>绘制横梁支撑按钮，再在墙体上单击将弹出支撑数据对话框。 

 

图 3.16.1 横梁支撑数据 

在支撑类型和支撑截面标签中，单击编辑，将弹出腰梁截面对话框。首先是选择横梁类

型箱形或圆形。所选择的形状类型影响结构承载力和刚度计算。对于箱形腰梁，均布荷载作

用下（简支梁或端部固定梁），等效刚度是根据假定弯矩变形和挠曲变形计算的跨中刚度。

每种情况下，根据所选形状在对话框右侧都显示了计算横梁弹簧刚度和弯矩的公式。 

对于箱形横梁，长度 L 用于计算弯矩，宽度 B 用于计算轴力。如果需要检查 L 和 B 尺

寸呼唤，需要添加新的横梁支撑截面。 

 

图 3.16.2 箱型横梁支撑输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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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3 圆形横梁支撑输入对话框 

当存在竖向支撑时，无支撑长度考虑在竖轴方向的弯矩和挠曲。如果没有额外的竖向支

撑，这个尺寸就等于长度 L。 

对于圆形横梁，长度 L 用于定义单元数量。在计算时，横梁截面要匹配指定圆形半径，

因此后续可能需要调整（例如，不能有 4.6 个横梁截面，而是四舍五入取 5 个）。根据开挖

边界，程序会自动计算半径或自定义该值。等效刚度根据径向作用理论，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有效弹性模量，半径，横梁截面面积。 

由于安装和其它因素，通常进行刚度调整，特别是混凝土横梁截面。因此，程序提供了

一些选项包含两个刚度修正系数。这些系数用于修改指定横梁支撑的弹性模量。 

最后，对于横梁支撑来说，偏心问题（由于施工原因）非常重要。因此，程序建议输入

水平方向偏心率 3%或者最小偏心距 10cm。偏心率作为跨中截面一个附加的弯矩。根据实

际情况这些值可以修改。 

参数 描述 

长度 L 支撑长度（平面外方向） 

宽度 B 支撑宽度（平行于 X 轴） 

无支撑长度 竖向轴方向无支撑长度 

刚度调整 在非线性分析中，考虑安装或其它因素，对弹性模量进行修正。 

偏心率（%） X 方向轴向荷载位置与横梁截面高度比值，以百分比形式的最

小偏心率， 

最小偏心距 X 方向轴向荷载最小偏心距（英寸或厘米） 

横梁弯曲类型 选项：横梁类型。影响最大正负弯矩和梁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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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模型修改和结果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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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修改地表标高 

软件中模拟地表标高有多种选项，修改标高和点信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 

 在地表的一点上双击：将弹出坐标点对话框，可以定义该点坐标。 

 

图 4.1.1 修改点坐标 

 单击一般>>地表设置选项，或者在项目模型中右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设置台阶或斜。 

 

图 4.1.2 左侧斜坡地表 

 

图 4.1.3 左侧斜坡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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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地表选项 

 

图 4.1.5 在模型中右键下拉菜单 

地表设置选项有以下菜单： 

图标 描述 

 

重置整体地表高程 

 

设置右侧地表高程 

 

设置左侧地表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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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表格 

 

左侧台阶 

 

左侧斜坡 

 

右侧台阶 

 

右侧斜坡 

 
开挖 

 
回填 

 单击坐标表格选项，弹出坐标表格对话框。表格中包含了所有地表点的坐标。可以自定

义修改这些值，添加或者删除。 

 

图 4.1.6 坐标表格 

 点击视图左侧，查看-绘图标签中开挖或回填选项。再在屏幕上单击一些点，按 Enter

键结束定义。 

 

图 4.1.7 使用开挖工具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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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使用回填工具回填 

4.2 图形化添加支撑 

软件中可以图形化添加支撑，首先选择支撑类型。下表是绘制某些支撑的方法。 

工具

图标 

描述 

 

添加锚杆支撑（单击一般>>支撑>>绘制锚杆）。锚杆可以用于连接两道墙，在这

种情况下锚杆当作横撑。 

 

添加水平支撑（单击一般>>支撑>>绘制水平支撑）。支撑用于连接两道相对的墙。 

 

添加斜撑。软件中将斜撑看作是倾斜的支撑。注意：使用时要确保斜撑放置在被动

区之外，斜撑是否有效。如果将斜撑放置在被动区以内，软件不会自动调整斜撑反

力。然而，对于边坡稳定性分析，如果斜撑位于搜索范围内，软件将忽略斜撑。 

 

添加板支撑（单击一般>>支撑>>绘制板支撑），板支撑用于连接两道相对的墙。 

 添加固定支撑（单击一般>>支撑>>绘制固定支撑） 

 

添加弹簧支撑（单击一般>>支撑>>绘制弹簧支撑） 

实例：添加锚杆  

 

第一步：单击添加锚杆图标 

第二步：在墙的某一位置处单击 

第三步：在土层合适的位置处单击，确定锚杆嵌固段端点。 

第四步：自动弹出编辑支撑窗口。输入锚杆的设计数据，单击确定按钮关闭窗口。 

 

通过上述步骤，成功地创建了锚杆。如果想要改变锚杆属性，在支撑位置上双击，或者在

树型视图中选择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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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中显示了锚杆，板支撑和水平支撑连接两道墙。定义方法和上述步骤基本一致。 

图 4.2.1 锚杆连接两道墙 

 

图 4.2.2 板连接两道墙 

 

图 4.2.3 支撑连接两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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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图形化添加荷载 

软件中可以以图形化形式添加超载和线荷载。选择荷载对于图标之后就可以绘制荷载。

下表中提供了某些荷载绘制方法。计算墙体上的水平超载 q 使用的是 DM7.2，Poulos & Davis, 

和 Kelvin 方法。这些方法更适用于作用在水平面上的荷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作用

在非水平面上的荷载，这些方法也得到较满意的结果。每一种荷载可以同时定义水平和竖向

荷载分量。不同阶段相同的荷载可以改变荷载。 

 

 

绘制地表条形超载。在不同阶段，可以改变荷载的高程（根据表面标高自动调整），

但是控制荷载的两个点 Z 坐标始终一样。荷载包含水平 X 方向和竖向 Z 方向。默

认荷载是竖向，值为 1kPa。如果要修改荷载，在荷载位置处双击，将弹出编辑荷载

对话框。 

 

绘制线超载。定义的方法同地表条形超载。 

 

绘制墙身荷载。墙身荷载是直接添加到墙上的条形荷载。在墙体上任意两个位置处

单击（默认荷载值为 1kPa）。如果要修改荷载，在荷载位置处双击，将弹出编辑荷

载对话框。 

 

绘制墙身线荷载，定义的方法同绘制墙身超载。 

 

添加三维基础荷载。选择该选项后，在基础中心所处的位置处单击，程序将自动弹

出基础荷载编辑窗口，可以在该窗口中定义基础荷载信息。 

 

实例：添加地表条形超载 

第一步：单击绘制地表条形超载图标 ； 

第二步：单击超载位置第一点； 

第三步：再单击超载位置第二点； 

第四步：程序将自动弹出编辑超载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修改荷载信息。 

 

通过上述步骤，成功地创建地表条形超载。如果想要再次修改荷载，可以在荷载位置处双

击，将弹出编辑超载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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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选择绘制地表条形超载（第一步） 

 

图 4.3.2 选择第一点（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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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 选择第二点（第三步） 

4.4 在结果标签中查看结果 

项目分析完成后，可以单击结果标签中的菜单查看相应结果。下表中列出了结果标签中

可选择的菜单及对应功能描述。 

图标 描述 

 
显示嵌固安全系数 

 
显示最小安全系数 

 
显示最小安全系数对应的临界滑裂面 

 
显示条块计算结果 

 显示所有稳定性计算结果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墙体弯矩图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墙体剪力图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墙体轴力图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墙体水平位移图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地表沉降图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支撑反力 



DeepEX2018 用户手册 

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www.cisec.cn 174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组合承载比（弯矩和轴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弯矩承载比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剪力承载比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支撑结构承载比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墙体抗弯承载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墙体抗剪承载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有效土压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总竖向应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有效竖向应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墙身净总压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墙身超载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地震压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净水压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水压力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水力梯度 

 
显示计算图表中的最大最小值 

 当显示弯矩或支撑反力结果时，显示弯矩或支撑反力包络 

 各种计算结果统计表 

 水压力分布云图 

 水头分布云图 

 等水头线 

 
突涌安全系数 

 
总竖向应力云图 

 
有效竖向应力云图 

下列图片中显示了一些典型的输出结果。只有当项目分析完成后，才能查看计算结果。

为了直接的对计算结果对比，可以同时显示多个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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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 显示滑裂面 

 

图 4.4.2 典型的弯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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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 典型的剪力图 

 

图 4.4.4 支撑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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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5 墙体变形 

 

图 4.4.6 地表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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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7 有效土压力（极限平衡法） 

 

图 4.4.8 水压力 

4.5 报告选项（打印报告） 

项目分析完成后，所有的分析结果都可以通过报告>>报告选项>>报告管理器有选择的

生成。在报告管理器窗口左侧，可以选择生成报告的断面和阶段（图 4.5.1）。在可选择报

告章节标签中，可以选择想要生成的内容。也可以直接拖动某些章节到报告格式目录中。内

容定义完后，可以以 WORD 或 PDF 格式预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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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 包含的设计断面区域 

 

图 4.5.2 可用的报告断面区域 

 

4.5.3 报告格式区域以及预览和输出按钮 

4.6 基础荷载（三维荷载） 

很多情况下需要考虑三维荷载对墙体的影响。可以使用基础荷载，在任意阶段定义三维

荷载。对于评价作用在墙体上的三维荷载效应，程序中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方法。弹性理论解

理论上适用于地表水平情况，然而，对于地表非水平时，在没有其他解析解的情况下也可以

使用弹性理论解。对于地表非水平时使用弹性理论解，要清楚地知道弹性理论解自身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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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1 基础选项对话框一般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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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2 基础选项对话框高级标签 

参数 描述 

X 基础中心点 X 坐标 

Y 基础中心点 Y 坐标（平面外方向） 

Z 基础标高（如果选择位于地表，程序将自动将基础放置在地表） 

T 基础厚度（计算不使用该值） 

Bx 基础沿 X 方向宽度 

By 基础沿 Y 方向宽度（平面外方向） 

Θ 逆时针旋转角度 

L 柱子长度（计算不使用该值） 

将基础看作点荷载 计算作用在墙上水平荷载时，选择该选项将基础作为点荷载。选择

该选项后，可以选择以下菜单： 

 用

默认公式：当基础位于地表时，使用布辛涅斯克解

（Boussinesq）。当基础位于地表以下时，使用明德林解

（Mindlin），泊松比 v 取 0.25。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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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辛涅斯克解（柔性墙，xmloads） 

 使

用太沙基解（Terzaghi）（刚性墙，Hwall） 

 使

用 DB33/T1008-2014 规范方法（刚性墙，m=2） 

当未选择该选项，对于矩形荷载（Poulos & Davis, 1974），软件使

用 Holl 1940 解。该方法和泊松比 v 无关。这个方法适用于作用在

水平地表的荷载。对于矩形荷载位于地表以下的情况，也使用该方

法。注意：该方法并不是这种情况下的理论下，只是近似采用。 

将荷载按照最大支撑

间距 S 进行平均 

如果想要将荷载平均到最大支撑间距，就选中该选项。荷载平均范

围是（y-最大支撑间距/2）到（y+最大支撑间距/2）。计算每个 Dyw

增量的荷载值。nMin 最小分割数量。 

Dx 该版本未使用 

Dy 该版本未使用 

nMin 沿 Y 轴方向最小间隔数 

Dyw 当荷载按照最大支撑间距选择后，计算应力增时荷载划分的间隔

数。 

4.7 建筑物和建筑物向导 

基坑工程通常紧邻建筑物，传递到挡土墙上的建筑物荷载可能会很大。因此需要考虑这

部分荷载。计算建筑物荷载非常耗时。软件中利用建筑物向导可以更加容易地估算建筑物荷

载。 

单击一般>>绘制荷载>>绘制三维建筑物荷载，在模型视图中某一位置处单击，将弹出

建筑物向导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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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1 建筑物向导基本尺寸标签 

1.基本 

参数/图标 描述 

 

创建三维建筑物荷载 

X0 建筑物 X 方向坐标，右下角点。 

Y0 建筑物 Y 方向坐标，右下角点。 

地上结构第一层底板标高 地上结构第一层底板标高 

Θ 建筑物旋转角度 

沿 X 轴方法宽度 建筑物沿 X 轴方法宽度 

沿 Y 轴方法宽度 建筑物沿 Y 轴方法宽度 

nF 上部结构楼板数量，包括第一层底板，不包括建筑物顶板。 

nFb 地下室楼板数量（地面以下） 

建筑物高度 H 地面以上建筑物高度 

地下室高度 Hb 基础底板到地面的距离 

X 方向柱子的数量 X 方向柱子的数量 

Y 方向柱子的数量 Y 方向柱子的数量 

2.楼板 

 

图 4.7.2 楼板荷载选项 

参数/图标 描述 



DeepEX2018 用户手册 

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www.cisec.cn 184 

楼板活荷载 每层楼板上的活荷载（和地下室的可能不同） 

楼板恒载 软件不会根据楼板厚度自动计算恒载。虽然这种计算很容易，但是

还是需要手动执行楼板恒载的估计，要包括例如瓷砖等（这些荷载

超出了当前软件版本要解决的内容）。地下室楼板可以添加不同恒

载。 

楼板厚度 楼板厚度只是用来显示，不用做计算。 

楼面梁 选择该选项后，柱子之间楼板以下每边都使用楼面梁。根据楼面梁

重度和截面面积计算恒载 

楼面梁沿 X 方向宽度 楼面梁沿 X 方向宽度 

楼面梁沿 Y 方向宽度 楼面梁沿 Y 方向宽度（平面外方向） 

楼面梁截面面积 可以手动修改该值，该值用来计算楼面梁恒载。截面形式可以是任

意的。 

楼面梁密度 默认材料是混凝土，也可以修改为钢材和木材 

3.基础标签 

软件中所有的荷载最终都转化为矩形基础荷载。尽管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基础都是矩形

的，但是这种假设符合绝大多数情况。3.基础标签，定义基础尺寸。注意：软件假设所有基

础的材料是混凝土，并且根据基础的尺寸计算恒载。软件中也提供选项，可以包含地基梁。 

 

图 4.7.3 建筑物基础标签 

参数/图标 描述 

X 基础沿 X 方向宽度 

Y 基础沿 Y 方向宽度 

厚度 基础厚度 

使用地基梁 使用地基梁连接基础 

地基梁沿 X 方向宽度 地基梁沿 X 方向宽度 

地基梁沿 Y 方向宽度 地基梁沿 Y 方向宽度 

使用筏板基础 选项：使用筏板基础 

4.柱子标签 

楼板荷载通过柱子传递作用，最终都要传递至基础上。在 4.柱子标签中定义柱子等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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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4 建筑物柱子标签 

参数/标签 描述 

Bx 柱子沿 X 方向宽度 

By 柱子沿 Y 方向宽度 

半径 柱子半径（如果选择了圆柱） 

截面面积 柱子截面面积 

材料 柱子材料 

密度 柱子密度 

 

大多数建筑物有墙，为了更好的模拟建筑物荷载，软件可以模拟外墙，内墙和地下室墙。

墙的荷载根据墙的截面面积乘以重度。墙体上开洞可以模拟门，窗和其它不计算恒载的对象。 

 

图 4.7.5 建筑物墙标签 

该标签中有以下选项选择： 

地下室结构外墙。选择该选项后，可以定义墙体厚度，重度和墙体颜色。 

上部结构外墙。选择该选项后，可以定义墙体厚度，重度和墙体颜色。 

内墙/隔墙。选择该选项后，可以定义墙体厚度，重度和墙体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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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级标签中，可以选择是否包含地下室占有位置原土体的重量。选中该选项，软件将

不考虑该部分土体重量。根据建筑物所有角点处竖向应力的平均值，采用弹性解得到平均附

加应力。 

 

图 4.7.6 建筑物高级标签 

在模型视图中建筑物图形上右键可以选择编辑（图 4.7.7）。如果决定不考基础或者改

变它的既有尺寸时，那么建筑物荷载将改变。根据支撑的楼板近似面积，计算所有柱荷载。

同时，因为建筑物不完全是矩形，将保存为长条形。 

 

图 4.7.7 建筑物俯视图 

 



DeepEX2018 用户手册 

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www.cisec.cn 187 

4.8 荷载选项 

单击一般>>绘制荷载>>弹性荷载选项 ,可以定义在极限平衡法中使用的荷载计算

方法。软件中包含以下选项： 

1. 弹性公式 

2. 两个方向扩散角 

 

图 4.8.1 超载效应的双向扩散角方法 

3. 一个方向扩散角 

 
图 4.8.2 超载效应的单向扩散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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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个方向扩散角（土层φ值） 

在弹性荷载选项对话框（图 4.8.3）中，可以选择外部荷载分析方法，定义扩散角度，

弹性参数以及考虑刚性墙。 

 

图 4.8.3 荷载分析方法对话框 

案例：竖向的线荷载，距离地连墙 5 英尺。创建了 3 个一样的设计断面。三种设计断面的荷

载分析方法如下表： 

设计断面 荷载分析方法 

1 弹性方程 

2 双向扩散角 

3 单向扩散角 

图 4.8.4 显示了模型中使用的信息。图 4.8.5~7 显示了每种情况下超载计算结果。 

 

 图 4.8.4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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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5 弹性公式计算得到的超载 

 

图 4.8.6 双向扩散角方法计算得到的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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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7 单向扩散角方法计算得到的超载 

4.9 项目造价预算模块 

在造价预算模块中可用。 

4.10 三维模型（3D 框架分析模块） 

框架模块可以设计以支撑和腰梁作为支撑系统的基坑工程。三维定义包括项目边界和开

挖边界。墙体边界通常指定为开挖边界，在每个墙段（节点之间）可能会指定不同墙体截面。

腰梁一端支撑在墙体上，不同设计断面中腰梁上的荷载不同。腰梁定义完成后，可以在腰梁

和立柱之间创建支撑。基于分析结果，软件将提取每个设计断面的荷载，并且计算出支撑和

腰梁的反力和应力检查。 

框架分析更适用于箱型基坑，对于凹角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可能需要额外建模。轴力分

布，做了一些简化假设。当前软件中没有包括考虑由于静摩擦或其他效应可能引起的腰梁轴

力的折减。 

定义框架分析步骤： 

创建至少一个设计断面（最好包含双墙）。 

单击程序窗口左侧 3D 标签>>三维模型向导 ，程序将自动弹出三维模型向导对话

框。 

对话框中包含的标签如下： 

1 轮廓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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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就是选择是否使用已经定义好的轮廓边界，或者重新定义轮廓边界。为了在项目

视图中更好查看结果，推荐 DX 值（X 轴方向长度）取大一些。 

 

图 4.10.1 三维模型向导轮廓标签 

对话框中包含以下参数： 

参数 描述 

3D 轮廓 选项：使用开挖轮廓或项目轮廓 

选项创建新的三维轮廓和节点 根据间距和参考点自定义三维轮廓 

参考点坐标 定义参考点坐标 

DX 和 DY 定义矩形开挖场地的水平尺寸和竖向尺寸 

Q 基坑旋转角度 

2 设计断面标签 

在该对话框中定义设计断面以及 3D 模型中的墙。设计断面用于生成支撑，开挖阶段和

开挖面等信息。墙体用于生成 3D 模型中墙体材料属性。输入支撑间距百分比作为支撑距离

基坑角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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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2 三维模型向导设计断面标签 

3 墙体轮廓标签 

在该对话框中定义 3D 模型中使用的墙体轮廓。可以修改已经定义好的墙体轮廓。 

 

图 4.10.3 三维模型向导墙体轮廓标签 

4 地形标签 

在该对话框中定义 3D 模型中开挖面，也可以创建新 3D 开挖面。可以选择重置所有节

点和可变节点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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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4 三维模型向导地形标签 

5 确定标签 

在该对话框中定义哪个阶段为初始阶段，该阶段将首次激活墙。推荐总是使用阶段 0

作为初始阶段。 

 

图 4.10.5 三维模型向导 OK 标签 

下表中列出了框架分析模块的基本控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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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6 三维模型 

对象 描述 

 

根据选择的参数，创建 3D 模型中的 2D 视图 

 

为了定义信息更加方便，可以在模型正常颜色和黑白框之间切

换 

 

计算三维框架模型 

 

选择在视图模型中要预览的支撑。选择最底层支撑选项将显示

当前阶段最底层支撑。 

 

在选择的支撑标高处添加水平支撑 

 

在选择的支撑标高处添加锚杆 

 

断开模型。双击该选项后，可以修改所有构件。 

 

优化所有对象。模型计算完成后才能够使用。 

 

截断线对象（墙，腰梁） 

 

刷新模型阶段和属性 

3D 模型创建完成后，可以修改每一个支撑和腰梁参数，删除或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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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腰梁上双击，将弹出腰梁数据对话框（图 4.10.7.a）。在该对话框中指定名称，标高，

墙体轮廓和墙段。在墙段上添加腰梁后，必须选择腰梁的起始节点和终节点。为了形成一个

整体腰梁之间要相互连接。在没有使用 B.加载模式>>使用附加荷载形式的情况下，告诉程

序初始加载时，使用的支撑编号。 

 

图 4.10.7.a 腰梁数据对话框及标签 

在 B.加载模式中，可以定义沿着腰梁长度方向的加载模式，以及更加复杂的加载条件

（图 4.1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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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7.b 加载模式 

在 C.阶段-激活标签中，可以控制腰梁的激活。 

 

图 4.10.7.c 腰梁阶段-激活标签 

对话框中包含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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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名称 定义腰梁名称 

标高 定义腰梁标高 

腰梁截面 定义或编辑腰梁截面 

墙体轮廓 选择墙体轮廓 

墙段 选择墙段 

起始节点 选择起始节点和相连的腰梁编号 

终点节点 选择终点节点和相连的腰梁编号 

支撑编号 选择支撑编号 

加载模式 选择加载模式（添加/删除） 

设计断面 从创建的模式中选择设计断面 

支撑编号 选择支撑编号 

起点/终点 通过输入起点和终点定义荷载长度 

激活阶段 选择再哪个阶段激活腰梁 

显示全部计算结果 弹出腰梁计算结果的 XML 文件 

双击二维平面视图中的支撑或斜撑，或者双击 3D 标签下，树型视图中支撑或斜撑列表

中的编号，将弹出 3D 支撑和斜撑对话框。 

 

图 4.10.8 三维支撑和竖向斜撑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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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中包含以下选项： 

参数 描述 

名称 定义支撑或斜撑名称 

支撑截面 定义支撑或斜撑截面 

腰梁段 选择支撑起点和终点所在的腰梁段编号 

腰梁节点 定义支撑起点和终点所在的腰梁节点编号 

沿腰梁偏置距离 定义支撑沿着腰梁 Y 轴方向起点和终点偏置距离 

激活阶段 选择支撑激活阶段 

双击二维平面视图中的锚杆，或者双击 3D 标签下，树型视图中锚杆列表中的编号（首

先选择显示支撑标高>>锚杆所在标高），将弹出 3D 锚杆对话框。 

 

图 4.10.9 三维锚杆对话框 

对话框中包含下列选项： 

参数 描述 

名称 定义锚杆名称 

锚杆截面 定义锚杆截面 

安装角 Z 定义锚杆安装角 

角度 XY 定义锚杆与 XZ 平面的夹角 

自动匹配角度 选项：当使用腰梁时自动匹配角度 

自由段长度 锚杆自由段长度 

嵌固段长度 锚杆嵌固段长度 

使用腰梁段 选择使用的腰梁段编号 

沿着 Y 方向腰梁节点偏置距离 定义沿着 Y 方向指定腰梁节点，锚杆偏置距离 

使用一般节点 选项：使用一般节点 

指定终点 选择：指定锚杆终点（当锚杆当做拉杆连接相对的墙时） 

 节点 

双击 3D 标签下，树型视图中节点列表中的编号，将弹出三维节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

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 3D 节点坐标。3D 节点有两种类型：节点坐标固定不变的固定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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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每个阶段中 X 和 Y 坐标固定，而 Z 坐标可变的可变节点。3D 面通过可变节点定义。 

 

图 4.10.10 三维节点对话框 

 

图 4.10.11 变化的三维节点对话框 

 3D 轮廓 

双击 3D 标签下，树型视图中轮廓列表中的轮廓对象，将弹出 3D 轮廓对话框。在对话

框中，使用 3D 节点坐标，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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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11 三维轮廓对话框 

 3D 面 

双击 3D 标签下，树型视图中三维面列表中的面对象，将弹出 3D 面对话框。在对话框

中，使用 3D 轮廓，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面。 

 

图 4.10.12 三维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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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列出了可用参数列表： 

参数 描述 

名称 定义选择面的名称 

添加新的 3D 面 添加新的面 

删除 3D 面 删除选择面 

自然面 选项：选择为自然面 

开挖面 选项：选择为开挖面 

面中包含轮廓 选项：面中包含一个轮廓。可以从已经创建的轮廓中选择 

使用墙轮廓偏移 选项：使用墙轮廓偏移。可以从已经创建的轮廓中选择 

自定义可变节点 Z 坐标 定义可变节点标高 

自定义所有节点 Z 坐标 定义所有节点标高 

每个阶段固定 Z 坐标 定义每个阶段轮廓固定节点标高 

 墙体轮廓 

双击 3D 标签下，树型视图中墙体轮廓列表中的墙体轮廓对象，将弹出墙体轮廓及墙段

对话框。在对话框中，使用设计断面中已创建的墙体截面，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面。 

 

图 4.10.13 墙体轮廓及墙段 

 

当双击 2D 平面视图中的某一墙段时，将弹出编辑墙段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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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14 编辑墙段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可以修改墙段的设计断面和墙体属性。 也可以为该墙段选择一个不同的设

计断面，或者为整个周界范围的墙段赋予相同的设计断面和墙体属性。 

下表中列出了对话框中可用的参数： 

参数 描述 

名称 定义选中墙体轮廓的名称 

新建 添加新的墙体轮廓 

删除 删除选中的墙体轮廓 

设计断面 选择设计断面 

墙体 选择用于所有墙段中墙体截面 

仅使用轮廓 选项：仅使用面或开挖轮廓 

节点 1 指定墙段的起始节点 

节点 2 指定墙段的终点节点 

墙址类型 定义墙址长度 

L1-L2 长度.如果选择了使用自定义墙址类型 

自定义设计断面 选项：不同（或相同）设计断面的不同墙体截面 

激活 选项：自定义选择使用施工阶段墙轮廓的阶段 

 结果 

模型计算完成后，单击 3D 框架分析按钮，就进行 3D 框架分析。当 3D 框架分析完成

后，将弹出 3D 框架计算结果对话框。 

 3D 框架分析计算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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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框架计算汇总-结果汇总标签 

这个标签中列出了所有腰梁和支撑的结果。可以查看构件标高，弯矩，剪力，轴力，比

值和断面。 

 

图 4.10.15 三维框架计算汇总 

3D 框架计算汇总-腰梁结果和支撑结果标签 

这些标签中列出了和结果汇总标签中相同的结果，但是仅显示选中的构件对象。 

3D 框架计算汇总-造价估计 

 

图 4.10.15 三维框架计算-造价估计标签-造价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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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输出 DXF 文件（DXF 模块） 

使用 DXF 模块可将所有的 2D 部分资料转为 DXF 格式，节约时间和精力。软件可以将

所有设计断面、墙截面及俯视图导出 DXF 格式。用户可以轻松的通过一个对话框管理导出

字体的大小。 

 

图 4.11.1 导出 DXF-设计断面页面 

在导出 DXF 对话框的设计断面页面中，用户可以为所选设计断面的每个施工阶段创建

包含 DXF 图形的 DXF 文件。具体包括以下选项： 

 选择设计断面 

 选择施工阶段 

 选项：渲染未激活支撑 

 选项：渲染尺寸 

 选项：渲染土层 

 选项：渲染钻孔 

 选项：渲染所有施工阶段（该选项冻结选择施工阶段选项，激活列数选项） 

 设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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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2 导出 DXF-墙截面页面 

 

在导出 DXF 对话框的墙截面页面中，用户可以查看模型中的所有已创建墙截面，并将

其导出为 DXF 文件。页面中的选项可以显示模型中墙的扩展信息。 

 

 

图 4.11.3 导出 DXF-草图页面 

 

在导出 DXF 对话框的草图页面中，用户可以为所选设计断面的每个施工阶段创建包含

草图的 DXF 文件。具体包括以下选项： 

 选项：渲染未激活支撑 

 选项：突出新支撑 

 选项：渲染所有施工阶段（该选项冻结选择施工阶段选项，激活列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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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显示/隐藏标高轴 

 

 

图 4.11.4 导出 DXF-结果图表页面 

 

在导出 DXF 对话框的结果图表页面中，用户可以为所选设计断面的每个施工阶段创建

包含各种结果图表的 DXF 文件。具体包括以下选项： 

 选项：固结压力图 

 选项：保持统一的压力比例 

 选项：渲染所有施工阶段（该选项冻结选择施工阶段选项，激活列数选项） 

 选项：放置图表的截断距离 

 选项：显示/隐藏标高轴 

 

点击按钮 ，用户可以选择需要显示的图表内容。具体包括以下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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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按钮 ，弹出 DXF 视图设置对话框。图 4.11.5 到 4.11.9 表示了各个选项。 

 

 

图 4.11.5 DXF 视图设置-总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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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6 DXF 视图设置-设计断面选项 

 

 

图 4.11.7 DXF 视图设置-墙截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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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8 DXF 视图设置-草图选项 

 

 
图 4.11.9 DXF 视图设置-压力视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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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重力式挡墙（重力式挡墙模块） 

DeepEX 提供了重力式挡墙分析工具。该选项在附加的重力式挡墙模块中可用。用户可

以创建挡墙的基本类型，比如全重力式或墙肢式。可以考虑墙身弯曲、加筋等。注意重力式

挡墙也可以与桩一起用作桥墩或桥座。 

在模型中创建重力式挡墙，可以在“编辑墙数据”对话框中进行定义（图 4.12.1）.重

力式挡墙模块激活之后，就会出现“使用重力式挡墙截面”选项。 

在模型区域双击墙便可弹出“编辑墙数据”对话框。 

 

 

图 4.12.1 编辑墙数据对话框-“使用重力式挡墙截面”选项 

 

选择该选项之后，点击按钮 。将弹出“挡墙数据”对话框（图 4.12.2）.

此处可以定义挡墙尺寸和加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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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2 挡墙数据对话框 

 

与在对话框左侧所选的墙类型相关联，可以定义几个尺寸属性（表 4.12.1）.重力式挡墙的参

考坐标为墙肢最左侧的角部（或墙顶）。该坐标从墙数据主对话框中定义。 

 

表 4.12.1 尺寸属性 

高度 总墙高（包括止滑键） 

基底 总基底宽度 

顶宽 墙顶宽度 

到左上角的距离 从墙最左侧到左上角的距离 

踵厚 推力侧基底厚度 

趾宽 从主墙体端部到墙趾端部的距离 

趾厚 抗力侧基底厚度 

 

软件中可选的挡墙类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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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选项 描述 

使用止滑键 选择该选项，则在墙下使用被动止滑键 

背面排水 当水位在墙底以上时，墙背面排水 

 

从墙边缘计算推动压力：在默认模式中，稳定安全系数由直接作用在墙主动侧的土和其他压

力来计算。然而该假定会得到非常好的近似结果，理论上主动水平压力可以作用在墙边缘。

通过选择此选项，安全系数由直接作用在墙竖向边缘的压力来计算，墙的竖向边缘从最左侧

墙底坐标起算（如果压力为从左到右），或者从最右侧坐标起算（如果压力从右到左）。如

果选择该选项，则作用在此竖向边缘上的推动土压力总作为主动压力或静止压力。 

 

加筋数据表：可以在每个墙面上使用钢筋。需要注意 DeepEX 不考虑延展长度和钢筋弯曲。

工程师的最终责任是决定钢筋如何弯曲、切割或成形。DeepEX 也将计算和输出所有弯曲和

剪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