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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工况下正常服役地热能源桩承载性能
原位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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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认识正常服役地热能源桩的承载性能，能有效促进其理论和设计方法的研究，为其安全性评判提供依
据。为探明正常使用状态下地热能源桩的工作机制，结合现场原位试验，研究桩顶完全约束条件下静钻根植桩的
承载特性。在 52 m 静钻根植桩桩身和桩侧埋设光纤光栅传感器(应变、温度、压力)，分析研究地热能源桩正常运
行时的桩身和土体温度、桩身轴向应力和应变、桩周径向压力等变化规律。试验结果表明，加热 14d 后换热系统
达到稳定状态，桩身平均温度升高 15.8 ℃，沿深度呈两端低中部高的分布形式，温度影响范围在 2～4 倍桩径之
间。桩周径向附加应力与温度变化呈直线分布，最大拟合系数(0.861 倍桩长深处)为 0.014 MPa/℃。轴向附加应力
与温度变化量也呈线性相关，3.05 m(0.059 倍桩长深)处最大线性拟合系数达 0.3MPa/℃。附加桩侧摩阻力表现为
两端小中部大，最大值位于(0.649～0.861)倍桩长深度之间。试验桩桩顶受到完全约束，中性点位于桩顶，桩身没
有附加负摩阻力，因此正常服役地热能源桩的承载性能与桩顶约束条件密切相关。建筑荷载+温度共同作用下最
大桩顶荷载为 1 954 kN，仅为桩极限承载力的 42.5%，不影响桩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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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est on the bearing behavior of geothermal energy pile in natural service
under the summer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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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lst the bearing behavior of geothermal energy pile in natural service is understood，it will accelerate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esign method proposed. And it can also provide evidence for its safety assessment. A
pile-loading field test for static drill rooted geothermal energy pile(SDRGEP) was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its
working mechanism in service，that incorporated temperature cycles. In a SDRGEP of 52m depth，the fiber bragg
grating(FBG) sensors(including strain，stress and temperature) were buried to measure the profiles of the
mobilized axis and radial strain，stress，shaft resistance，etc. Details of load at the pile head，of ambient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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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profiles and of the input/output fluid temperature were also recorded. After the heating time of 14d，
the heat exchanging system was in stable state，and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pile was raised by 15.8 ℃. The
temperature showed the distribution of low in middle and high at both ends，and its range of influence was from 2
to 4 times pile radiu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relationship of mobilized radial stress and temperature change was
linear，and the maximum fitting gradient was 0.014 MPa/℃ at 0.86 times pile length. At the same time，the
mobilized axis stress was linear with temperature change，and the maximum fitting gradient was 0.3 MPa/℃ at
3.05 m depth. The mobilized shaft resistance increased with depth，reached the maximum value between 0.65 and
0.86 times pile length，and declined at pile end. Whilst the pile head was fully constrained，the null point was at
pile top，and there was no negative side shear stress along pile. The maximum axis force at pile head was 1954kN
under the mechanical and thermal load，which was only 42.5 percent of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geotechnical capacity of the pile was safe. Subsequently，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bearing
behavior of geothermal energy pile is determined significantly by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 on pile top.
Key words：pile foundation；geothermal energy piles；fully constraint on pile top；static drill rooted pile；in-situ
test；summer condition
下，桩身下部出现 1 182.6 kN 的拉力，并且在一个

1

引

言

冷热循环之后，桩体产生了不可恢复的沉降。郭易
木等[9]在南京开展了 PHC 地热能源桩的原位试验，

为积极应对能源危机，加快推进绿色能源开发，
地源热泵系统作为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在国内外得到
[1-3]

广泛应用

。但工程实践中因钻孔费用较高，占地

面积大等问题限制了该技术的推广。

发现桩身附加应力大小与桩侧土强度、成桩工艺及
桩型有关，并提出了一种简化的桩–土相对位移和
桩身应力分布形式。蒋 刚等[10]结合昆山地热能源
桩工程，建立了摩擦型地热能源桩热–力耦合数值

20 世纪 80 年代，奥地利和瑞士的工程师开始

模型，研究了不同荷载水平下的桩身荷载传递特征

将热泵的换热管路置于建筑桩基中，提出了地热能

和桩顶位移变化。结果表明，地热能源桩作为工程

[1]

源桩技术 ，桩在承受上部建筑荷载的同时又作为

桩基时，桩顶应控制荷载小于 75% Pu 。孔纲强等[11]

浅层地热能的换热载体。相比于传统的钻孔埋管，

基于现场原位试验，在恒定加热功率条件下，地热

地热能源桩技术能降低投资成本，节约地下空间资

能源桩中性点位置出现在桩顶以下约 0.6 倍桩长附

源，且因混凝土的传热性能高于土体，换热系统的

近，负摩阻力最大值达 119 kPa；正摩阻力最大值达

换热性能也得到提高

[1]，[4]

78 kPa。Wang 等[12]利用 Osterberg 法对地热能源桩

。

对地热能源桩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换热性能和力
学特性两方面

[1]，[4-5]

进行短期和长期现场试验，研究表明，升温时桩侧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基于现

摩阻力增大，而冷却时桩侧摩阻力会恢复到初始状

场试验、模型试验及数值分析等方法对其力学特性

况，桩土相互作用特性基本表现为弹性。Loria 等[13]

方面已开展了一些研究。而现场试验作为地热能源

利用现场试验和数值分析对地热能源桩的群桩效应

桩研究最可靠的方法，由于测试成本高和受场地条

开展了研究，认为群桩的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服役

件限制，研究相对较少

[6-12]

[6]

。Laloui 等 在瑞士联邦

期的极限状态，桩身应力可能会超过上部建筑荷载

工学院开展了钻孔灌注地热能源桩的热-力响应现

引起的应力。上述的研究基本上是结合单桩静载荷

场测试工作，结果表明，地热能源桩在温度荷载

试验开展的，正常服役地热能源桩的承载性能研究

( ΔT  15 ℃ )作用下，桩身内部产生了相当大的附加

还相对缺乏。

温度应力，可能超过上部建筑荷载引起的压应力。
[7]

目前，地热能源桩技术多与钻孔灌注桩和传统

Bourne-Webb 等 在伦敦 Lambeth 学院开展现场试

管桩结合[6-9]。钻孔灌注桩中将换热管附于钢筋笼内

验，发现在制冷工况( ΔT  19 ℃ )时，桩身中下部

侧，换热管安装绑扎与桩基施工工艺互有干扰冲突，

[8]

产生了 2.1 MPa 的附加拉应力。桂树强等 对河南

降低其施工效率。特别是钢筋笼需要现场焊接时，

信阳高铁站的人工挖孔灌注地热能源桩进行试验研

换热管的埋设难度大大增加。预制管桩内埋管，不

究，表明在加热工况( ΔT  22.2 ℃ )下，桩身中部产

仅换热管间距受限，管桩内填料的材料特性与密实

生了2 000 kN 的附加压力，
在制冷工况( ΔT  10 ℃ )

程度对换热效应也有很大影响。若将桩端封闭，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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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过程中会增加挤土效应。针对以上问题，研究采

的水泥土，是提高其单桩承载力的主要因素[15]。已

用一新型地热能源桩，将静钻根植桩和地源热泵换

有的研究表明[18]，静钻根植桩预钻孔施工工艺使得

热系统相结合[4

桩长范围内水泥土充分搅拌，水泥土质量均匀性较

，14-16]

。静钻根植桩是先利用螺旋钻

钻孔到达设计深度后，搅拌喷浆形成水泥土桩，然

好，强度较高(48d 无侧限抗压强度可达 2.22 MPa)。

后将管桩植入水泥土中形成组合桩基。施工时将换

一般认为水泥土中水泥的水化反应能降低淤泥质土

热管与管桩固定后置于桩周水泥土中，在管桩沉桩

的含水量，而由于水的导热系数要明显小于固体颗

过程同步设置换热管，施工便捷。沉桩时桩周是流

粒的，桩侧水泥土的存在会改善桩–土间的导热性

塑状的水泥土，既能有效保护换热管，又能提高换

能。而水泥土导热系数受施工工艺、土的含水量、

热效率，是一种相对高效的地热能源桩。

水泥掺量、土的类别等因素的影响，这方面需要开

基于现场单桩静载荷试验，开展地热能源桩承

展进一步的研究。

载特性原位试验研究，在试验过程中，桩顶承受试
表1

验荷载，但无建筑结构约束，此时的地热能源桩桩
顶约束条件与其正常服役时的有较大区别，其热力

Table 1

基于夏季工况下正常服役静钻根植地热能源桩的
热–力响应原位试验，研究桩顶完全约束条件下其
承载性能和热力耦合响应规律，能为其安全性评估
和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2

层号 土层名称

黏聚 内摩 压缩
重度/ 含水 导热系数/
埋深/
－3
－1 力/ 擦角/ 模量/
m (kN·m ) 量/% W(m·K)
kPa (°
) MPa

② 淤泥质黏土 0～8

17.2

51.0

1.11

10.4 8.3

8～15

19.0

32.7

1.26

37.8 16.9 6.99

⑤-2 粉质黏土 15～20

18.8

33.5

1.43

24.4 14.2 4.46

⑥-1 粉质黏土 20～37

18.7

34.9

1.44

19.8 13.3 4.41

37～45

18.3

37.9

1.52

24.3 13.3 5.28

⑥-4 粉质黏土 45～52

19.1

31.9

1.63

26.7 16.9 6.65

⑦-1 粉质黏土 52～57

19.2

30.4

1.71

42.0 16.8 8.28

⑤-1

⑥-3

原位试验概况

Physical-mechanical and thermophysical parameters
of soil

耦合承载工作机制也完全不同。而且开展正常服役
静钻根植桩的热力耦合特性研究也罕见报道。因此，

场地土层主要物理力学与热物性指标

黏土

黏土

2.28

2.1 工程概况
本试验依托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质检办公楼项
目，该工程包括地下一层停车场和地上五层框架结
构，建筑面积 16 956 m²。试验中该建筑附属用房区
域采用地源中央空调系统来满足夏季制冷和冬季供
热需求。
工程桩采用静钻根植桩，有效桩长 52 m。桩身
混凝土等级为 C80，弹性模量 E  38 GPa ，桩身混
凝 土 热 膨 胀 系 数 为   10  / ℃ [17] 。 换 热 管 为
，

HPDE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管，尺寸 DN32×3 mm，采
用桩外侧双 U 型布管[16]。桩周土层以淤泥质黏土、
黏土和粉质黏土为主，桩端位于粉质黏土层。根据
静力触探原位试验和钻孔取样分析，场地各土层的
基本物理力学与热物性参数如表 1 所示。
试验桩设计承载力特征值为 2 300 kN，采用桩

2.2 传感器布设
根据土层和试桩具体情况，将桩身分为 7 个截
面，从上到下依次为 1 至 7 截面。每个截面都布置
两组竖向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和两组光纤光栅温度
传感器，在桩顶、桩底和桩侧 2、4、6 截面各布设
两组光纤光栅压力计。此外，为分析地热能源桩的
换热影响范围，在距桩中心 1m、2m 位置处还埋设
了地温测试孔，并埋设光纤光栅温度计。试验桩传
感器布置如图 1 所示。同时在柱底埋设了应变传感
器，监测试验过程中柱底应变的变化情况。
2.3 试验方案
试验通过地源中央空调系统实现夏季工况下的
桩体加热。空调系统中电力仪表可对电压、电流、
功率、流量、进出水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本试验

筏基础，试验桩位置采用单桩单柱，桩间距为 8.4 m。

共持续 33d，其中加热 14d，回温 19d。加热阶段采

试验桩位于建筑外墙下，地下室外墙采用 300 厚的

用空调最大功率运行模式，输入功率基本保持在

钢筋混凝土墙。上部结构采用混凝土框架结构，试验

1.1～1.3 kW 左右，制冷量为 5.0 kW，循环水流速

进行过程中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但未投入使用。

为 0.59m/s。加热 14d 后桩身各截面温度趋于稳定，

静钻根植桩的施工工艺主要包括钻孔、注浆和

观测应变基本保持不变，故关闭设备让桩体温度自

植桩三部分，桩周水泥浆的水泥掺入比采用 12%(桩

然恢复。桩体回温 19d 后，桩身各截面温度趋于稳

端为 20%)，施工完成后预制桩周存在约 50 mm 厚

定，试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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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C500预制管桩

100000
15000

PHC500预制管桩

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

6000

6

7

部。从图 2 可看出，加热开始时桩身温度增加较快，
随试验进程逐渐趋于稳定。加热 14d 桩身平均温度

52000

15000

4000×7=28000

表温度较高导致桩身上部初始温度略高于桩身下

升高了 15.8 ℃，达 36.2 ℃。桩身加热后，热能向周
围土体传递，桩身温度呈中部高两端低的分布形式，
其原因是桩两端散热条件较好。桩身上部温度受大
气温度影响较大，而桩端附近的土层工程性质要好

1000 1000

于桩身上部土层，加上桩端水泥土水泥掺入比为

测温孔及传感器布置

1250

验前测得沿桩身不同深度的温度(基本上与土体温
度一致)，如图 2 所示。试验时间为 8，9 月份，地

8000×3=24000

PHDC550竹节桩

光纤光栅压力计

测温孔

4
PHC500预制管桩

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

9100
7700

图 2 为加热阶段桩身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试
桩截面

试验桩

5
11000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桩身温度和土体温度

12000

5900

3

传感器布置图

20%(桩侧为 12%)，桩端附近水泥土和土体的导热

Distribution of gauges in geothermal energy pile and

性能均优于桩上部水泥土和土层，可见桩身下部的

borehole

热扩散条件要优于上部。因此，桩身上部温度高于

图1
Fig.1

3

换热管

100

8000

2

为复合桩的侧面积。

300
500

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

1

应变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预制管桩
主筋
箍筋

100

3050

桩顶
换热管

桩身下部温度。桩身中部易形成热汇集，其温度传
2.4 计算方法

导条件要弱于桩两端，因此，中部的温度明显高于

桩体在受热时会发生膨胀，引起温度应力。桩

桩两端的温度。

身在不受荷载及周围土体约束情况下的自由膨胀应

桩身温度分布/℃
20

变为：

25

0

 Free  T

(1)
10

式中：  Free 为桩身自由膨胀应变，  为混凝土热膨
土体与桩顶荷载作用的约束，通过光纤光栅传感器

20

深度/m

胀系数， T 为桩身温度变化值。桩身膨胀会受到

30

35

40
0d
1d
2d
3d
5d
7d
14d

30

测得应变与温度变化量，可以计算得到约束应变为

 Rstr = Free   Obs

(2)

式中：  Rstr 为桩身约束应变，  Obs 为观测应变。桩
身内部产生的附加温度应力  T 为

 T  E Rstr

(3)

式中： E 为桩身弹性模量。

40
50

图 2 桩身温度沿深度分布规律
Fig. 2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est pile along depth

从桩周土体温度变化可知，加热过程中测温孔

静钻根植桩是预制桩与水泥土组合形成的复合

不同深度的温度变化规律基本一致，桩身中部附近

桩，桩身截面虽为圆环，但桩内侧和外侧填充材料

土体温度较高，越靠近两端温度越低。图 3 为整个

均为水泥土，研究表明在受荷过程中预制桩与水泥

试验期间桩身、土体及进出口水温随时间的变化曲

土共同作用[14]，因此可将其视为整体，桩身 i 段相
邻两截面间的桩侧平均摩阻力 f mob,i 为
f mob，i  ( FT，i 1  FT，i ) / Ai

线。加热、恢复期间桩身温度随时间的变化速率呈
现由大到小并趋于稳定，进出口水温的温差基本维

(4)

式中： FT，i 1 ， FT,i 为 i－1 截面与 i 截面的轴力，Ai

持在 4.5 ℃左右，桩身平均温度始终介于土体温度
与回水温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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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温度
回水温度
桩身平均温度
1m钻孔土体平均温度
2m钻孔土体平均温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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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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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约束较大[19]，产生的径向附加压力也较大，
与 Faizal 等[20]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是径
向附加应力不仅与深度、温度、径向应变有关，还

35

与桩周的约束条件和土层性质有关[12

30

复杂，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热泵系统停止工作后，

25

，21]

，情况比较

桩身处于自然回温阶段，随着温度的消散，桩身径

20
15

向压力也逐渐减小。回温开始阶段，因温度消散的

10

较快，桩身径向压力减小速率较快，随回温时间的

5

增加，减小速率逐渐变缓。回温 19d 后，桩身温度

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比初始阶段有 1 ℃左右的升高，桩身径向压力比初

时间/d

始阶段略有增大，但随着温度的进一步恢复，桩身

图3
Fig.3

桩身、土体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Temperature versus time of test pile and soil

径向压力也逐渐趋于初始状态。
1.0
8.95m
26.05m
44.75m

0.9
0.8

桩中心 1 m)处土体温度，4 倍桩(距桩中心 2 m)处土

0.7

体温度基本不变。加热–恢复过程中土体温度的变
化规律与桩体差别较大，加热 1d 时桩身平均温度迅
速升高至 23.3 ℃，而 2 倍桩径处土体温度在加热 3d
时仅为 20.9 ℃，在加热 4d 时升高至 22.3 ℃。可见

桩身径向压力/MPa

加热时桩身温度变化最快，其次为 2 倍桩径(距

0.6
0.5
0.4
0.3

2 倍桩径处土体相对于桩体突然的升温并不是瞬时

0.2

响应的，而是存在较大的延迟。加热结束自然恢复

0.1

初期，桩体温度迅速降低，2 倍桩径处土体温度不

0.0

0

5

10

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升高，反映了桩体冷却回温时

20

25

30

35

时间/d

因存在较大的热梯度，热量还是会由桩体向土体缓
慢传递。冷却恢复阶段桩身温度呈抛物线下降，空

15

图4
Fig.4

桩身径向压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Relation between radial contact stresses and time at
different depth of pile

调系统停止运行后降温速率快，随时间又逐渐趋缓。
恢复 11d 时，桩体温度为 22.89 ℃，2 倍桩径处土体
温度为 23.02 ℃，桩体温度与 2 倍桩径处土体温度

不同深度处温度引起的径向附加压力与温度改

基本相同，且在恢复后期保持一致。自然恢复 19d

变量 T 近似呈线性关系，如图 5 所示。8.95 m(0.172

后，2 倍桩径范围处土体平均温度比初始状态略有

倍桩长)、26.05 m(0.501 倍桩长)、44.75 m(0.861 倍

升高

0.25

[12]

，可见冷却恢复期热量消散比较缓慢。

图 4 为 8.95，26.05，44.75 m 深度处桩身径向
压力随加热时间的变化曲线。加热初期(1d-7d)桩身
径向压力逐渐增大，但 7d 后随时间逐渐趋于平稳，
三个截面径向压力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8.95，
26.05，44.75 m 深度 14d 时径向压力分别增加 0.157，
0.212，0.218 MPa，与初始值相比，分别增加了

桩身径向附加压力 /MPa

3.2 桩身径向压力

8.95m
26.05m
44.75m

0.20

.
=0


44
01




28
01
.

=0
05
 压 0.01
=
 压

压


0.15
0.10
0.05

123.2%，52.8%和 34.1%，可见 8.95 m 处径向附加
0.00

压力增加率最大。26.05 和 44.75 m 处桩身径向附加

0

5

压力绝对值较大，主要原因是 26.05 m 处桩身温度
图5

升高幅度较大，会引起较大的径向热膨胀量，桩和
桩周水泥土的法向作用力得到提高。44.75 m 处桩
本身侧向土压力较大，即使桩长范围内温度升高相

10

15

温度改变T/℃

Fig.5

桩身径向附加压力与温度变化关系

Radial contact stresses of pile mobilized by temperature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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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 长 ) 处  压 和 T 的 拟 合 系 数 分 别 为 0.010 5
MPa/℃，0.012 8 MPa/℃和 0.014 4 MPa/℃，可见温
度变化相同时，44.75 m 处引起的径向附加应力要
明显大于 8.95 m 处的。桩身温度改变引起的最大径
向附加压力始终位于 44.75 m 处，其次为 26.05 m
处和 8.95 m 处。
由于在静钻根植工法中预应力管桩外侧是水泥
土，用压力计测到的应该是桩–水泥土间的接触应
力，并不是桩–土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但它也能反
映出随着温度的升高，桩身混凝土的膨胀会引起桩
周径向应力的增加，而且其增加值不能忽略，可作
为理论分析附加桩侧摩阻力形成机制的一个非常重
要因素。
3.3 桩身轴向观测应变
图 6 为加热过程中桩身轴向观测应变沿深度的
变化规律。从图 6 可知，桩身各截面观测应变随时
间逐渐增大。在同一时间，桩身观测应变随深度先
增大后减小，呈现两端小中间大的分布规律。桩顶、
桩端在自由(无约束)的情况下，桩受热由中部向两
端膨胀。而本试验桩桩顶包括钢筋混凝土外墙、承
台、基础梁和柱子等，尤其是钢筋混凝土墙的存在，
对桩顶产生很大的约束，可近似将桩顶视为绝对刚
性约束(完全约束)，而桩端约束相对较小，则桩身
的温度应变由桩顶向下侧移动。
观测应变/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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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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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60

0

10

20

0d
1d
2d
3d
5d
7d
14d
18d
27d
33d

底部由于相对约束较小，在加热后期桩底观测应变
仍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由 50.75 m 处应变传感器推
测)。对比图 2 和图 6 可以看出，桩身温度超过 5d
后逐渐稳定，观测应变也趋于稳定，规律类似，在
，
时间上是同步的[9 12]。
总体上，在地热能源桩实际使用阶段，温度升
高时，桩顶受到建筑结构的完全约束作用，基本上
不产生观测应变，观测应变只能向约束较小的桩身
中下部发展，因此桩身上部观测应变明显小于桩身
，
下部，与桩顶自由时的分布规律有较大的区别[6-9]
[12]
。图 6 还表明，观测应变在桩顶处最小，沿深度
逐渐增大，在 33.75 m 处达到峰值，14d 时的最大
值为 143.67  ，之后随深度逐渐降低。回温阶段，
桩身产生收缩，沿桩身不同截面其观测应变逐渐恢
复。桩端部应变恢复速度较快，恢复 19d 后观测应
变与初始状态比较接近，桩身 33.75 m 处存在最大
的残余观测应变。
3.4 桩身轴向附加温度应力
根据式(1)，(2)，(3)计算可得加热过程中桩身轴
向附加温度应力的分布规律，如图 7 所示，假定压
应力为正。图 7 表明，加热过程中桩体内部产生较
大的轴向附加压应力(温度应力)，从桩顶到桩端呈
现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由于桩顶受完全约束，试
验过程中柱底应变传感器测试结果一直保持不变，
而柱底位移监测表明，试验期间桩顶无竖向位移，
推测桩顶的观测应变为 0，此时桩顶产生较大的约
束应变和轴向附加温度应力。
轴向附加温度应力/MPa
0

20

30

40

50

图 6 桩身观测应变沿深度分布规律
Fig.6 Distribution of observed strain along pile

由于桩顶受完全约束，3.05，8.95 m 处的轴向
观测应变明显小于桩中、下部的应变，也明显比温
度引起的自由膨胀应变要小。根据式(2)，桩身约束
应变在桩顶处最大，随深度逐渐降低。从图 6 还可
看出，3.05，8.95 m 处的观测应变在加热 5d 后基本
不变。33.75 m 处观测应变在试验开始阶段增速较
快，加热 5d 之后也迅速变缓。相比于桩身上部，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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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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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

0

深度/m

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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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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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
14d
18d
27d
33d

50

图 7 桩身轴向附加温度应力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mobilized thermal axial stress at
different depths

从图 7 可得，桩身加热过程中，桩顶附近的轴
向附加温度应力变化较大，加热 14d 后，3.05 m 处
的附加温度应力从 0 增大到 4.62 MPa；50.75 m 处
的附加温度应力变化较小，从 0 增大到 0.34 MPa。
可见，桩顶受结构完全约束，限制其产生向上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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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位移。在加热过程中，桩身各截面均产生向下

程会造成土体应力释放回弹，土对桩身的约束减弱，

的附加温度应变，对地热能源桩的附加桩侧摩阻力

虽然桩端产生较大的观测应变，桩端附加应力增加

分布规律会产生影响。回温阶段，因桩身收缩，不

有限，这与 Laloui 等[6]、桂树强等[8]研究结果类似。

同截面的桩身轴向附加应力均逐渐减小。图 7 还表

而郭易木等[9]采用预制桩开展研究发现，PHC 地热

明，桩身下部附加应力的减小速率要大于桩身上部，

能源桩桩端端约束与反力易于发挥。因此，地热能

主要原因是桩顶的结构约束。回温 19d 后，桩端附

源桩桩端附加温度应力的发挥性状及其影响因素需

近的附加应力趋于 0，而桩顶附近存在一定的残余

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应力，其原因主要是桩身温度还没有恢复到初始状
态。

表 2 为国内外部分地热能源桩原位试验附加温
度应力分析结果，包括桩长、桩径、土质条件、桩

已有的一些研究主要针对地热能源桩在桩顶无

升温度、最大  T 等。从表 2 可以得出，本试验桩

，此时的桩身附

中最大线性拟合系数  T 要大于其他研究结果，3 m

加温度应变和附加温度应力的分布规律与桩顶受完

处的  T 与完全约束工况的非常接近(完全约束时

全约束的地热能源桩的有较大区别。

试验桩的附加温度应力与温差的关系为：

[6-12]

约束(或约束较小)条件下开展的

图 8 为桩身轴向附加温度应力与温度变化之间

 T  ET  0.38T ，  T = 0.38 MPa/℃)，同时也

的关系。图 8 表明，桩身各截面的轴向附加温度应

说明桩身附加温度应力的大小及分布与桩顶、桩端

力与温度变化量基本上呈线性相关，线性拟合系数

的约束条件密切相关。桩顶存在约束的桩其最大

 T 为每单位变化温度引起的轴向附加温度应力
(单位：MPa/℃)。本试验桩两端完全约束时， T 为
0.38 MPa/℃。从图 8 还可以看出，3.05 m 处  T 为
0.30 MPa/℃，随着深度的增加， T 逐渐减小，50.75
m 处  T 为 0.04 MPa/℃，可见桩身附加温度应力最

 T 值要明显大于桩顶自由的，如英国伦敦、美国
休斯敦和浙江宁波的试验桩，最大  T 分别为 0.284
MPa/℃，0.220 MPa/℃，0.30 MPa/℃，要大于其他

大值位于桩顶。3.05 m 处单位温升引起的轴向附加

敦、美国休斯敦和浙江宁波的试验桩中产生最大

应力与完全约束时的非常接近，也说明桩顶具有较

 T 的深度与桩长的比值在 0.058～0.38，基本上都
位于桩顶附近。其他原位试验中最大  T 的深度与

大的约束。因试验过程中，桩端处的压力传感器失
效，没有测得桩端附加压力的变化情况，但从 50.75
m 处传感器数值可以推测，桩端附加压力变化较小。
桩端附加应力的发挥性状比较复杂，与土性、成桩
工艺、桩的尺寸等因素有关，Van Weel[22]研究表明，
持力层为细粒土的钻孔型桩端阻力发挥所需的沉降
是打入桩的 2-3 倍。本试验桩为钻孔型桩，钻孔过
3.05m
8.95m
16.95m
26.05m
33.75m
44.75m
50.75m

轴向附加温度应力/MPa

5
4
3

=0
a

2

.3

0

T

度越靠近桩端。
试验桩桩顶受建筑荷载和建筑结构约束的共同
作用，对桩体的附加温度应变和应力产生较大影响。

10

，23]

对伦敦地热能源桩

了 76.8%。Sutman 等[25]对休斯敦试验场地中地热能

T
1
.2
=0
a
5T
0.1
 a=
T
.10
 a=0

源桩在有无使用荷载情况下开展对比研究，在相同
桩身条件和地质条件下，最大T 分别为 0.19 MPa/℃
(无荷载)和 0.22 MPa/℃(有荷载)，产生最大附加温

T

度应力的位置分别在 8.7 m(无荷载)和 5.8 m(有荷

15

20

温度改变T/℃

载)，有荷载时桩身产生最大的附加温度应力达 1.85
MPa，与荷载单独作用情况相比提高了 50.4%。本

轴向附加温度应力与温度变化关系

试验桩桩顶承受建筑荷载同时，受到结构的完全约

Variation of mobilized thermal axial stress with

束作用，3.05 m 处产生的附加温度应力达到 4.62

temperature

MPa，与荷载单独作用情况对比增加了近 105%。可

图8
Fig.8

桩桩端土为砂岩)，则桩端约束越强，最大  T 的深

达 2.84MPa，与无温度效应情况相比桩身应力提高

 a=0.04T

5

部，而且桩端土质条件越好(如美国布莱克斯堡试验

大的T 为 0.284 MPa/℃，桩身的最大附加温度应力

T
6
.2
=0
a

6
 a=0.0

0

桩长的比值在 0.583～0.883，一般都位于桩身中下

研究表明，桩顶作用荷载为 1 200 kN，4 m 深处最

1
0

 T 的位置要明显小于桩顶自由的情况，如英国伦

Amatya 和 Bourne-Webb 等[7
完
全
约
束

a =0
.3
8
T

6

试验。而且桩顶有建筑荷载和约束的桩中产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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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试桩位置

桩型

瑞士洛桑
(Laloui 等)[6]
英国伦敦
(Bourne-Webb 等)[7]
河南信阳
(桂树强等)[8]

美国布莱克斯堡
(Murphy 等)[24]
美国休斯敦
(Sutman 等)[25]
江苏昆山
(路宏伟等)[26]
浙江宁波
(本文)

桩径/m

桩顶荷
载/kN

主要土层
(2) 桩端

0.96-1.17

0

无

钻孔灌注桩

23

0.55-0.61

1200

荷载

钻孔灌注桩

12.0

0.8

1600

无

PHC 桩

24.0

0.5

0

无

钻孔灌注桩

24.0

0.6

0

无

钻孔灌注桩

15.2

0.61

0

无

钻孔灌注桩

15.24

0.457

1130

荷载

钻孔灌注桩

17.0

0.65

840

无

静钻根植桩

52.0

0.50-0.55

1035

最大ΔT/

最大温度应力深度

温升/℃ (MPa/℃)

(与桩长的比值)/m

最大

(1) 桩周

桩顶约束

25.8

江苏南京
江苏南京

Comparison of geothermal energy piles in field test

钻孔灌注桩

(郭易木等)[9]
(孔纲强等)[11]

桩长/m

部分地热能源桩原位试验结果

(1) 软土和砂砾
(2) 软砂岩
(1) 砂砾和粉质黏土
(2) 粉质黏土
(1) 粉质黏土
(2) 泥质砂岩
(1) 淤泥质黏土和粉质黏土
(2) 粉质黏土
(1) 黏土
(2) 黏土
(1) 砂砾石
(2) 砂岩
(1) 硬黏土和密实砂
(2) 密实砂
(1) 粉质黏土
(2) 粉土

荷载+

(1) 淤泥质黏土和粉质黏土

完全约束

(2) 粉质黏土

见，桩顶在完全约束条件下，荷载+温度共同作用

20.9

0.104

21.5(0.833)

10

0.284

4.0(0.174)

22.2

0.161

7.0(0.583)

20

0.236

16.3(0.679)

14.5

0.248

16.0(0.667)

18.0

0.210

12.2(0.803)

8.4

0.220

5.8(0.381)

9.1

0.214

14.0(0.823)

15.8

0.30

3.0(0.058)

轴力/kN

产生的桩身轴向附加应力是非常显著的。

0

0

500

1000

1500

2000

3.5 桩身轴力
图 9 为不同加热时间下桩身不同截面轴力沿深

10

度的变化规律。上部建筑荷载单独作用时(无温度变
深 33.75 m 以下轴力为 0。因此，在荷载单独作用
下，试验桩属于典型的摩擦桩。在建筑荷载+温度
共同作用下，桩顶轴力不断增加，桩体受热膨胀引

20
深度/m

化)，桩身轴力沿深度逐渐减小，桩顶轴力最大，桩

30

0d
1d
2d
3d
5d
7d
14d

40

起的最大轴力始终位于桩顶。桩身加热 1d 后，由于
桩身温度升高 3-4 ℃，桩体产生热膨胀，桩身 33.75

50

m 以下部分桩侧摩阻力得到发挥，桩身轴力传递到
桩端，但此时桩端轴力较小。随换热系统运行时间
的增加，桩端轴力逐渐增大，但温度改变对桩端阻
力影响有限[8

图9
Fig.9

桩身轴力沿深度分布规律

Distribution of axial force along pile

，27-28]

。

图 9 表明，桩体加热 14d，桩顶最大附加温度
轴力为 908 kN，达到上部建筑荷载(1 046 kN)的
86.8%。50.75 m 处的桩身轴力仅为 67.5 kN(占桩顶
荷载的 3.6%)，桩端轴力更小，还是表现为摩擦桩

3.6 桩侧摩阻力
图 10 为换热系统运行过程中试验桩在建筑荷
载+温度共同作用下侧摩阻力的发展规律。
试验桩仅作用上部建筑荷载时，桩身压缩，桩

的特性。建筑荷载+温度共同作用下的桩顶最大轴

土间产生相对位移，桩侧摩阻力得到发挥，总体上

力为 1954 kN，仅达试验桩极限承载力 4 600 kN 的

侧摩阻力沿深度逐渐减小。最大平均侧摩阻力位于

42.5%。随着建筑物正常投入使用，桩顶荷载估计
会增加约 494kN ，荷载和温度共同作用下的桩顶荷
载预计达到 2 448 kN，约为极限承载力的 53.2%，
不会对桩基安全性产生影响[10]。

桩身 8.95～16.95 m 段，为 20.37 kPa，略高于 3.05～
8.95 m 段 17.85 kPa。桩侧摩阻力的发挥主要受土的
性质、桩–土相对位移和桩周法向应力等因素影响，
桩–土相对位移越大，法向应力越大，侧摩阻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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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虽然桩身 8.95～16.95 m 段桩–土相对位移

续增大，由于温升和附加相对应变减小，44.75～

小于 3.05～8.95 m 处，但其桩周法向应力较大，且

50.75 m(0.861～0.976 倍桩长)间的附加桩侧摩阻力

桩身 8.95～16.95 m 段土层为粉质黏土，工程性质

也变小。总体上，试验桩的附加桩侧摩阻力呈现两

较好，有利于侧摩阻力的发挥。26.05～33.75 m 段

端小中部大的特点。
与国内外其他原位试验研究成果[6-11]相比可以

平均侧摩阻力较小，为 8.57 kPa，33.75 m 以下因不
存在桩身轴力，没有桩土相对位移，桩侧摩阻力为

得到，一般情况下，若桩顶无约束时(或约束较小)，

0。

荷载+温度共同作用下桩身受热膨胀，桩身上部会
产生向上的附加桩土相对位移，桩身下部产生向下

桩侧摩阻力/kPa
0

5

10

15

20

25

30

0

的附加桩土相对位移，桩身上部区域出现附加负摩
阻力，桩侧下部产生附加正摩阻力。因此，附加摩

10

深度/m

20

0d
1d
3d
7d
14d

阻力的存在，造成桩身上部的桩侧摩阻力减小，桩
身下部的摩阻力增大。若桩顶上部的附加负摩阻力
超过荷载单独作用下产生的正摩阻力，桩身上部就
产生桩侧负摩阻力。而本试验中，桩顶受到完全约

30

束，桩顶位移被限制，桩顶附近的桩-土附加相对位
移很小，侧摩阻力基本不变，因此，可以认为中性

40

点位于桩顶。温度升高时，桩身热膨胀位移由桩顶
向桩端传递，整个桩长范围内均产生向下的桩-土附

50

加相对位移，即桩长范围内均产生附加正摩阻力。
图 10
Fig.10

桩侧摩阻力沿深度分布规律

Distribution of friction resistance along pile

换热系统运行后，试验桩受到上部建筑荷载+
温度的共同作用，桩侧摩阻力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
图 10 表明，试验桩在上部建筑荷载+温度的共同作

因此，图 10 表明，建筑荷载+温度共同作用下，桩
顶完全约束的桩侧摩阻力沿桩身各截面均增大，没
有出现桩侧负摩阻力。

4

结论与建议

用下引起的摩阻力均为正摩阻力。其原因主要是试
验桩顶受到完全约束作用，桩顶位移为零，桩身主

本文将地源热泵系统与静钻根植桩相结合，通

要产生向下的附加位移，因此不产生负摩阻力，与

过现场原位试验，开展夏季工况下建筑荷载+温度

桩顶自由的一些研究结果有所区别[21-26]。可见附加

共同作用的静钻根植桩承载特性研究，主要得到以

桩侧摩阻力的发挥除受附加桩土相对位移、附加法

下结论：

向应力等影响外，还受桩身(桩顶、桩端、土质情况
等)约束条件的影响。

(1) 加热过程中桩身温度分布呈两端低中部
高。加热 14d 桩身平均温度升高 15.8 ℃。温度影响

从图 10 还可以看出，温度引起的附加桩侧阻力

范围在 2-4 倍桩径之间。冷却期热量消散缓慢，试

变化与附加温度应变规律同步，各截面侧摩阻力随

验结束后 2 倍桩径范围内土体平均温度升高约

温度升高不断增大。桩顶附近受到较大的上部结构

1 ℃。

约束，热应变很小，桩土相对位移也较小，则温度

(2) 试验桩桩顶受到完全约束。桩体受热引起

引起的附加侧摩阻力很小。随着深度的增加，在桩

桩周径向附加应力和轴向附加应力的增加，与温度

身中下部，桩受热向下膨胀，温度引起的附加摩阻

改变量均呈线性关系，最大拟合系数分别达 0.014 4

力随深度的增大而逐渐增大。加热 14d 后，桩身平

MPa/℃和 0.30 MPa/℃。

均温度升高 15.8 ℃，8.95～16.95 m(0.172～0.326 倍

(3) 桩体加热 14d 后，桩顶最大轴力为 1 954

桩长)间的附加桩侧摩阻力约为 7.3 kPa。随深度增

kN，仅达试验桩极限承载力的 42.5%，不会对桩基

加，温度引起的桩–土相对位移逐渐增大，附加桩

安全性产生影响。

侧摩阻力也继续增大，最大附加桩侧摩阻力发生在

(4) 附加桩侧摩阻力呈现两端小中部大的特

33.75～44.75 m(0.649～0.861 倍桩长)之间(附近的

点，最大附加桩侧摩阻力 11.2 kPa 位于 0.649～0.861

温度和附加应变均较大)，达 11.2 kPa。而随深度继

倍桩长之间。中性点位于桩顶附近，桩长范围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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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负摩阻力。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2014，36(01)：176–

试验结果表明，地热能源桩因温度效应引起的
附加应力是显著的，造成一些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

181.(in Chinese))
[4]

娄 扬. 静钻根植竹节桩荷载传递机制模型试验外置双 U 型静钻

对其应用可行性和前景产生怀疑。但本试验运行过

根植工法地热能源桩热–力学特性研究[D]. 重庆交通大学，2019.

程中热泵换热系统能效比 COP(热泵系统制冷量/输

(LOU Yang. Study on thermo-mechanical behaviour of static drill

入功率)普遍达到 4.0 以上(消耗 1 KWh 的电能量，

rooted geothermal energy piles with external double U-tubes[D].

得到 4 KWh 的制冷量)，最大可达 4.6，明显大于普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2020.(in Chinese))

通电空调的一级能效比(COP = 3.6)。因此，作为一

[5]

江强强，焦玉勇，骆 进，等. 能源桩传热与承载特性研究现状及

种建筑节能技术，地热能源桩技术的应用效果和经

展望[J]. 岩土力学，2019，40(9)：3 351–3 362.(JIANG Qiang-qiang，

济性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使用的舒适性也要优于普

JIAO Yuyong，LUO Jin，et al. Review and prospect on heat transfer

通的电空调系统，也得到了使用单位的认可。因此，

and bearing performance of energy piles[J]. Rock and Soil

在桩基设计中如何考虑温度附加应力的不利影响是

Mechanics，2019，40(9)：3 351–3 362.(in Chinese))

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6]

利用浅层地热能的桩基础设计过程中，建议将

Investigations of the Behavior of a Heat Exchanger Pile[J].

温度效应引起的桩身附加荷载作为一种活载予以考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虑，同时热泵循环温度变化的幅度需要根据建筑空
调功率要求、桩体传热效能、单桩承载力、桩身约

Geomechanics，2006，30(8)：763–781.
[7]

束条件等进行综合考虑，需要根据试验由结构工程

aspects of pile response to heat cycles[J]. Géotechnique，2009，59(3)：

地热能源桩在夏季工况运行过程中，温度升高

237–248.
[8]

顶与桩底的约束条件会影响桩身的应力和位移，从

Xiaohui. In-situ test for structural responses of energy pile to heat

热泵系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桩身温度和应力应变的

exchanging process[J].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监测研究，探明不同土质条件、不同约束条件和不
究相对缺乏。
本文仅对夏季工况下地热能源桩的承载特性开
展研究，下一步计划对冬季工况开展深入研究，重
点分析地热能源桩热泵系统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温度
降低对桩基承载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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