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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簡 介 

主要功能 

Visual Slope 是多功能的岩地工程設計分析軟體，其主要功能包括： 

 邊坡穩定分析 

 地錨土釘設計 

 止滑樁設計 

 加勁擋土牆設計 

 加勁邊坡設計 

 重力式擋土牆設計 

 滲流分析 

 開挖支護設計 

 隧道襯砌設計 

 凍結法施工設計 

 二維有限元素分析 （FEM） 

 樁承式加勁路堤設計 

Visual Slope 的所有模組的設計均採用相同的邏輯，運作方式極為相似，所以易學易用。Visual 

Slope 提供多種建模方法包括: 類似於 AutoCad 的直接繪圖方法，AutoCad 文檔導入法，底圖描繪

法及模型建制法來説明使用者迅速建模並減少資料登錄不當而造成的錯誤。 

設計分析步驟 

使用 Visual Slope 的各項功能進行分析設計，必須按照以下四個步驟： 

1. 開啟專案 

2. 設置材料參數 

3. 建立分析模型 

4. 運算分析 

這本操作手冊可以幫助用戶瞭解如何使用 Visual Slope，以下各章節將詳細介紹上述四個步驟及

Visual Slope 在建模和分析中的一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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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文檔 

用戶在使用 Visual Slope 時可隨時保存他們的文檔。不論使用任一模組，儲存的輸入文檔具有相同

的文檔格式，副檔名相同(.slp)且均屬文本文檔，檔案大小通常不超過 30KB，所以容易通過電子郵

件發送，便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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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專案 

在啟動 Visual Slope 後，Visual Slope 會給出以下的對話頁面(圖 1) ，用戶可以打開一個既有的文檔

或建立一個新的專案文檔。 

如果選擇了 "已有文檔" 選項, 使用者可以從專案清單清單中選擇該項文檔。若該文檔不在列表中，

用戶應選取《流覽其他文檔》並按確定鍵，Visual Slope 會供流覽其他文檔。 

 

圖 1: 建立/打開專案 

 

若用戶選擇“新文檔”，Visual Slope 會給出“設置”頁面 (圖 2) 來設置新專案。在該頁上, 用戶可

輸入項目的標題或其他必要資訊，選擇長度和力的單位，以及從左到右和從上到下的分析範圍，

該尺度範圍應涵蓋整個分析剖面。這些基本設定的資料若有需要可以隨時在“文檔與設置”的目錄

下進行修改，下節有詳細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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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設置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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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按鍵的功能 

Visual Slope 的主頁面上部有六組工具選單，底部有狀態列，右側有一分析面板。為了幫助用戶能

夠孰悉工具選單，狀態列及分析面板的功能，以下各節會詳細介紹其中各按鍵的功能。 

文檔與設置 

在“文檔與設置”選單有十四個按鍵可用于管理文檔，下面詳細介紹這十四個按鍵功能。 

《關閉》鍵用於退出 Visual Slope。 

 

 

《新文檔》用於建立一個新的 Visual Slope 文檔。 

 

 

《開啟》鍵用於開啟一個已有的 Visual Slope 文檔。 

 

 

《儲存》鍵用於儲存當前的文檔。 

 

 

《另存為》鍵用於將當前的文檔另存為一個新的文檔。 

 

 

《列印》鍵用於列印當前主頁上的圖像。 

 

 

《設置》鍵用於修改當前的設置。 

 

 

《比例》鍵可用來修改當前模型的比例。當點擊該鍵時，“比例設置”頁面 (圖 3) 會打開，

使用者可以修改模型的比例，也可以將模型上下或左右移動。 

R 是比例係數用其可將模型變大或變小。DX 是左右移動係數，若該係數為負值或正值會

分別將模型左移或右移。DY 是上下移動係數，若該係數為負值或正值會將模型下移或上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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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比例調整頁面  

《DXF 輸入》鍵可用來輸入 DXF 文檔，DXF 文檔必須是 DXF 2000 版本或更早的版本。

DXF 文檔中模型必須由線段或折線組成，其他線段如陰影線等會被忽略。 具體內容會在

AutoCad 輸入法的章節中說明。 

 

《DXF 輸出》鍵用於將當前 Visual Slope 文檔輸出成 DXF 文檔。 

 

《STABL 輸入》鍵用於將一個 STABL 的文檔直接匯入到 Visual Slope 進行分析運算。 

 

《STABL  輸出》鍵用將當前的 Visual Slope 文檔匯出為 STABL 文檔。 

 

《標示線》鍵用於畫標示線以增加模型的可讀性，標示線不具有任何分析功能。 

《標注》鍵用於將右側的註解文字放置到指定的位置。  

材料 

《材料》鍵用於建立或修改分析所需的材料參數，詳見“材料參數”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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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 

《選擇》鍵用於選擇線和點來進行編輯，點擊此鍵後將游標移動到所需編輯的線或點，再

點擊該線或點，點擊後會開啟線編輯或點編輯的頁面，使用者可在頁面中對線或點進行編

輯。 

 

《群選擇》鍵用於多組線段的選擇，點擊此鍵後用戶可在所欲選擇的線段上畫一個方框，

方框內的所有線段即被選定，用戶可以連續作選擇，選定後按游標右鍵，Visual Slope 會

給出進一步的選項，包括編輯，刪除或其他選擇。 

 

《放大》鍵用於放大模型的局部來説明使用者對該局部進行細化的觀察和編輯。點擊該鍵

後，將游標移至所需放大的位置，然後按住游標左鍵並畫方框，方框內的局部模型就會被

放大。 

 

《縮小》鍵用於縮小已放大的模型。 

 

《移動》鍵用於將模型上下左右移動。 

 

《還原》鍵用於返回到上一步。 

 

《翻轉》鍵用於將模型左右對調， Visual Slope 進行邊坡穩定分析時要求邊坡必須面向左

側，若當前的邊坡模型是面向右側，則需利用《翻轉》鍵來調整模型方向。 

 

以下各鍵用在模型中於畫不同的線條用於分析設計。 

《線條》鍵用於繪製岩土層線。 

《水位》鍵用於繪製水位線。 

《地工織物》鍵用於繪製加勁或排水材料線。 

《土釘自由段》鍵用於繪製土釘或地錨自由段。 

    《土釘灌漿段》鍵用於繪製土釘或地錨的灌漿段。 

      《塊體擋牆》鍵用於繪製 MSE 牆線，實際上直接用該鍵的機率不大。 

《支護/隧道襯砌》鍵用於繪製基樁或承受彎矩作用的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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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限線》鍵用於繪製拘限線。拘限線有多種用途，在邊坡穩定分析中拘限線可用來拘

限搜索的範圍或作為複合型破壞面的一部分；在滲流分析中作為不透水面；在冰凍工法

設計中做為恒溫線。 

 《邊界線》用於繪製模型的邊界，邊界線不能用於模型的內部。 

《速成邊界》鍵可自動繪製模型邊界線。 

《降雨》鍵用於繪製降雨線以模擬降雨後的邊坡穩定分析。 

一旦點擊上述按鍵，軟體就會進入了畫線狀態，關於如何畫線詳見建模章節。 

建制工具 

《織物建制》鍵用於建制加勁材料包括金屬材質的加勁條, 特別是加勁材料的數量太多

難以逐條繪入時，可以用該鍵以成批的方式建制斷面，惟須注意在建制前需要先將材料

參數設置完成。 

《土釘建制》鍵用於建制土釘或地錨斷面，特別是土釘或地錨數量太多難以逐條繪入時。 

可以用該鍵以成批的方式建制斷面，惟須注意在建制前需要先將材料參數設置完成。 

《群樁建制》鍵用於建制樁承式加勁路堤設計的垂直群樁。 

《擋牆建制》鍵用於建制加勁擋土牆的斷面，詳見加勁擋土牆設計章節。 

《分階開挖》鍵用於建制開挖支護斷面，詳見開挖支撐設計章節。 

《凍結法設置》鍵可用于佈置冷凍管，詳見凍結法設計相關章節。 

《隧道模型》鍵用於建制隧道襯砌斷面，詳見隧道襯砌設計相關章節。 

《底圖描繪》鍵用於通過描圖來建立模型，詳見建模有關章節。 

《曲線建制》鍵用於在模型中建制弧線。 

狀態列 

《垂直畫線》功能鍵用於繪製水準或垂直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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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開啟《自動連接》功能鍵，在繪製中如果線段端點與其他線段的端點(或線上的交

叉點)非常靠近 Visual Slope 會自動連接(鎖點)。反之，關閉該項功能則不會自動連接。 

分析面板 

 

此面板上的按鍵用於不同形式的邊坡穩定性分析分析。 

  

 

此按鍵用於降雨或滲流情況下的邊坡穩定性分析。 

  

 

此按鍵用於止滑樁的設計。 

   

  

 此按鍵用於未加勁的擋土牆設計。 

  

  

 此按鍵用於加勁擋土牆的設計。 

   

  

 此按鍵用於重力式擋土牆的設計。 

 

  

  

 此按鍵用於凍結法施工設計。 

 

  

 此按鍵用於基坑支護設計。 

   

  

 此按鍵用於隧道襯砌設計。 

  

  

此按鍵用於浸潤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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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按鍵用於封閉條件下的滲流分析。 

 

 

此按鍵用於樁承式加勁路堤的設計和複合地基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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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參數 

Visual Slope 的材料參數包括: 

1. 土體材料參數 

2. 加勁材料參數 

3. 土釘/地錨材料參數 

4. 加勁擋土牆牆面參數 

5. 牆面與加勁材料連接參數 

6. 樁/梁參數 

在進行分析設計之前用戶必須首先將材料參數設置好並將材料參數賦予分析模型。所需的材料參

數取決於分析和設計的種類。譬如在加勁擋土牆的設計中，所需的材料參數包括土體、加勁材料、

牆面及牆面與加勁材料的連接參數等。Visual Slope 在材料庫中為用戶提供了許多常用的材料參數， 

用戶也可以方便地向材料庫中加人自己常用的材料參數以備後續使用。 

以下各節介紹:  

1. 如何建立材料參數 

2. 如何使用材料庫中保存的材料參數 

3. 如何將材料參數保存到材料庫中, 以供將來使用 

若要建立材料參數, 用戶必須首先按一下 "材料參數" 選單下的 "材料參數" 按鍵 (按鍵部分)。將顯

示 "材料" 頁面 (圖 4)。 

在 "材料" 頁面中, 使用者必須首先從下拉選單 (圖 4) 中選擇材料類型, 如土壤材料、地工布/金屬條

帶等, 以便輸入相應的材料參數。一旦選擇了特定的材料類型, 已設定的材料會在選單列表中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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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材料頁面 

 

圖 5: 選擇材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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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修改現有材料的參數, 可在選單列表中選取該材料然後點擊編輯按鍵，材料編輯頁面就會出現

（圖 6）。在編輯頁面中使用者可查看或修改材料參數。 

若要新增材料，首先選擇材料的種類，然後在材料頁面中點擊新增鍵，材料輸入頁面就會出現

（圖 6）。使用者可在材料輸入頁面中輸入材料參數。輸入完畢後點擊關閉鍵，新的材料名就出現

在材料列表中。 

 

圖 6: 材料輸入頁面 

土體參數 

土體參數分為兩部分，基本參數的部分計有八項參數，而其他參數部分也有八項參數。基本部分

的八項參數分別是： 

• 設定土體名稱。 

• 土體天然容重。 

• 土體飽和容重。利用此項參數, 程式會用飽和容重減去水的容重來計算土體的有效容重。 

• 內聚力是指土體的凝聚力，若採用有效應力計算時必須輸入有效凝聚力，反之若用總應力

計算時應輸入總凝聚力。 

• 摩擦角是指土壤的內摩擦角以度為單位。若採用有效應力計算時必須輸入有效摩擦角，反之

若用總應力計算時應輸入總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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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角的變異係數，用於風險評估。 

• 內聚力的變異係數，用於風險評估。 

• 孔隙水壓係數使土層能夠設置超額孔隙水壓，當土層中存在超額孔隙水壓時即可設定。 

• 超孔隙水壓常數用於設定超孔隙水壓隨深度變化時的常數。 

在 Visual Slope 中除了滲流分析和凍結法施工設計除外，其他的分析設計都需要用到以上參數。 

在其他參數的頁面中所設定的參數則用於加勁擋土牆的設計、滲流分析、開挖支護設計以及隧道

襯砌設計。 

• Pc, Cc/(1+e), 和 Cr/(1+e) 等參數可通過單向度壓密實驗取得，其原理與用途在大多數的土

壤力學教科書均有詳細的敘述，所以此處不再重複。 

• Kx 和 Ky 是水準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滲透係數。 

• 地盤反力係數代表開挖支撐設計的彈簧係數。若未設定此項參數，Visual Slope會自動採用

土壤彈性模數換算彈簧係數。 

• 進行隧道襯砌設計和 FEM 分析前，必須先設定好彈性模數和泊松比，否則無法進行分析計

算。 

加勁材料參數 

加勁材料可以是塑膠也可以是金屬，從形式上來看可以是鋪面形也可以是條帶形，主要用於加勁

邊坡或加勁擋土牆的設計(圖 7). 

• 加勁材料名稱用於命名一種加勁材料。 

• 材料種類根據材質選擇塑膠或金屬。加勁形式選擇鋪面形還是條帶形。 

• 長期設計強度用於定義塑制材料的強度，是以極限強度除以各種安全係數而得。 

• 對於加勁條, 應使用單一加勁條的強度, 這是通過將材料強度乘以加勁條的截面積來獲得的。

單位應為力的單位, 如磅或 kn。 

• 當一層地工合成材料或金屬帶放置在土壤中時, 土與加勁材料介面上的摩擦和粘結可能與

原土中的摩擦和粘結不一樣;它通常會比較小。因此, 應考慮折減係數 (小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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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折減係數定義了加勁材料的前端固定性條件。如果鋼筋前端沒有固定性, 則折減係數應為 0; 如果

前端完全固定, 則係數應為 1；如果條件在自由和固定之間, 則此係數應介於 0 和 1 之間。 

 

圖 7: 地工合成材料及金屬制加勁條參數 

 

土釘材料參數 

這裡的土釘可用於土釘、支護結構的錨拉、隧道中的錨杆以及剪力樁等。為了方便起見這裡統稱為

地錨。地錨通常包括自由段和錨固段，或者只有錨固段。圖 8 中的參數是錨固段的參數，自由段只

是將錨固段的力傳遞到牆面。地錨的參數包括以下幾項： 

• 地錨名稱。  

• 鑽孔直徑，鑽孔中注漿以將杆體固定在地盤中，孔徑越大握裹面積越大。 

• 握裹強度是指注漿與地盤間的抗剪強度。 

• 水平間距是地錨與地錨間的水平間距。 

• 杆體和杆前端強度定義杆體和杆前端能夠承受多大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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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 是壓縮或拉伸模數只用於有限元素分析。 

• 土釘可用於抗拉或者抗剪的加勁材料。如果土釘用於抗剪時，可選用抗剪的選項。 

• 在功能選項中，如果選擇土釘選項，那麼土釘就會對土體起加勁作用。如果選擇錨拉，那

麼土釘不會對土體加勁，而只會對支護起錨拉作用。如果選擇土釘＋錨拉，土釘會同時起

抗拉和抗剪作用。 

 

圖 8：土釘參數 

 

加勁擋土牆牆面參數 

加勁擋土牆牆面參數包括 (圖 9)。 

• 牆面名稱。 

• 牆面高度和寬度用來定義牆面的尺寸。 

• 牆面容重，根據牆面尺寸和容重可計算牆面的重量。 

• 抗剪強度和摩擦角用來計算塊體間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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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FHWA 設計方法中不會用到牆面容重和牆面強度。 

• 牆面傾斜角（用度作單位），如果牆面是垂直的應該輸入一個很小的數字，比如 0.1 度。 

 

圖 9：MSE 牆面參數 

連接參數 

這個參數是用來定義某一牆面和某一加勁材料連接強度並且只用於 NCMA 設計方法。一旦這一參數

建立起來會被儲存在資料庫中，如果其他專案中採用同樣的牆面和同樣加勁材料 Visual Slope 會自動

搜索資料神的連接參數。要設置連接參數，牆面和加勁材料本身的參數必須首先輸入資料庫，然後

使用者可點擊建立連接參數鍵，連接參數頁面就會出現，如 圖 10 所示。在該頁面上選用所用的牆面

和加勁材料，然後填寫其他參數。這些參數一般由廠商提供。如果用戶不設置連接參數，Visual 

Slope 會自動建制一個保守的連接參數。 

樁/梁參數 

樁只提供垂直力或者說只有軸力，所以只能用於樁承式加勁路堤的設計。梁可提供側向支護，所

以可以用於基坑支護和隧道襯砌設計 (圖 11)。 

樁和梁的選項決定了參數是樁的參數還是梁的參數。 

樁/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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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梁的參數包括:  

• EI：抗彎模數。 

• EA：抗壓抗拉模數。 

• 接下來兩個參數是泊桑比和自重。 

• 縱向間距。 

• 抗剪能力（單位為力如 KN） 

樁的參數包括： 

• 樁的截面積。 

• 樁帽面積。 

• 縱向間距。 

• 抗剪能力。 

• 其他參數是彈性模數和樁身強度。 

 

 

圖 10：連接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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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梁/樁參數 

存入材料庫 

若要將某種材料參數存入對應的材料庫，用戶可點擊材料庫鍵以打開材料庫，然後選擇要儲存材

料的名稱，再點擊圖 4 中的“>”鍵。這樣該材料參數就被存入資料庫以供其他專案的應用。 

應用已儲存的材料參數 

與儲存材料參數相反，已存入在材料庫的材料參數可以被取出用於當前的項目中。用戶可首先在

材料庫中選擇材料的名稱，然後點擊圖 4 中的“<“鍵，這樣材料庫中被選擇的材料就被輸入到當前

的項目中。 

將材料賦予模型 

有兩種材料賦值方式。一旦關閉了材料頁面，代表各種已設立材料的鍵會出顯在主頁面的材料選

單中。使用者可用這些鍵來對模型賦值。 

土體材料賦值 

若要將土體材料參數賦予分析模型，使用者應先點擊材料鍵，之後將游標移至模型斷面中再點擊，

該材料就被賦予了該斷面。要查看斷面所屬的材料，將游標移至該斷面，然後點擊游標右鍵，材

料名稱會顯示在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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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材料參數賦予其他構件 

若要將材料參數賦予其他構件，像土釘，樁，加勁材料等。用戶應先點擊相應的材料鍵，然後將

游標移至要被賦值的構件再點擊，該構件就被賦值了，構件的顏色就變為材料的顏色。 

第二種材料賦值方法 

如果選單中不夠放置所有的材料，那還有第二種材料賦值方法。第二種賦值方法與第一種方法類

似，區別在於第一種方法材料鍵在材料選單中，而第二種方法的材料鍵在材料頁面就像在圖 4 中

所示的那樣。在材料頁面上，使用者首先選擇要賦值的材料，然後點擊賦材料參數鍵，之後將游

標移至所需賦值的構件再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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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模 

Visual Slope 的模型可叫作截面或斷面等，為了統一起見在使用者手冊中統稱模型。為了方便建模，

Visual Slope 提供很多不同的方法，譬如繪圖法，AotoCAD DXF文檔輸入法，描圖法和建制法等，

使用者可根據擁有的資料，設計的專案和用戶習慣選擇不同的方法。以下各節將詳細介紹前三種

方法。第四種方法將在相關的分析方法的章節中講述。但無論採用哪一種方法建模，我們建義先

將所需的材料參數建立好。 

繪圖法 

Visual Slope 的模型是由線條組成的，譬如說土線，水線等。要畫一條線，使用者必須在模型選單

中選擇所需的線種，並且知道該線兩端的座標。游標在螢幕上的座標會顯示在水準和垂直尺規上

和左下角的座標顯示器上。線條可直接畫入模型或者採用座標輸入法。以下各節將具體介紹怎樣

畫線。 

開始畫線 

在點擊了線型鍵後程式就進入畫線狀態，游標呈十字線。參考圖 12，使用者可借助于螢幕左下角

的座標顯示器或螢幕上方和左側的尺規將游標移至線條的始點。到達始點後，點擊滑鼠左鍵，線

條的起點就建立了。用同樣的方法可建立線條的終點，這樣就完成了畫線。 

重複以上的步驟可以繼續畫線，Visual Slope 會將上一線條的終點自動成為下一條線的起點。 

停止畫線 

要停止畫線或從別的起點開始畫線，使用者可按滑鼠的右鍵或者按鍵盤上的 esc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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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Visual Slope 主頁面 

 

座標輸入法 

除了參考尺規或座標顯示器的座標值，使用者也可以直接在螢幕底部黃色座標輸入器中輸入座標。

先輸入水準座標然後垂直座標，當中用個空格分開。例如：水準座標為 50.1，垂直座標為 635.4，

用戶可以在座標輸入器中鍵入 50.1 635.4（圖 12），然後在鍵盤上按回車鍵。線條就會在該點開始，

用同樣的方法可以畫線的終點。 

除了用水平和垂直座標，用戶也可以用線條的長度和水準的夾角來作為輸入資料。例如：一條線

的長度為 10.3其與水平線後夾角為 20度。在確定了起點後，用戶可在座標輸入器中輸入 10.3 <20

（圖 12）然後在鍵盤上按回車鍵。角度用<來代表，長度與角度用一個空格分開。 

座標編輯法 

一個簡捷有效的建模方法是先徒手畫一個模型其座標不一定對。等模型建立以後，使用者可逐一

編輯節點座標。要編輯節點，首先在主選單中點擊先擇鍵，然後將游標移至要編輯的點，再點擊

該點。座標編輯頁面就會出顯，在座標編輯頁面上可以修改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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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線規則 

1. 在畫一條線時，必須是從左至右，垂直線是允許的。 

2. 如果是兩條土體線相交時，線與線必須是端點相接。如果兩條線交於線的中間（不是端

點），交接處會自動斷開，以保證端點連接。 

3. Visual Slope對畫每一條線沒有順序上的要求。用戶可以隨意先畫或後畫某一條線，也可以

隨意刪除或增添某一線條。 

4. 每一個土體的區域必須是一個封閉的多邊形。整個的模型的最左，最右及底部必須由邊界

線來圍成，以形成一個封閉的多邊形。 

捕捉功能 

在畫圖的過程中，當游標靠近某一既有線條的端點時，一個紅色方框就會圍住該端點以幫助用戶

捕捉該端點。 

斷開功能 

當某新的線條始於或終於另一條既有線的中部時，該既有線條會斷開以保證線與線的端點連接。 

編輯線或點 

要對一條線或一個點進行編輯，首先在主選單中點擊選擇鍵，然後將游標移至要編輯或刪除的點

或線再點擊。相應的線編輯或點編輯的頁面就會彈出。線上編輯的頁面中(圖 13)，用戶可選擇某

條線，然後可以對其座標或線型進行修改，也可以按刪除鍵來刪除該線。但要注意對座標修改後

該線和其他線可能不再連接。在點編輯的頁面中(圖 14)，用戶可以修改座標，刪除該點，也可以

將座標值拷貝到標注輸入器中用於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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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線編輯 

 

 

圖 14：點編輯  

群選擇 

若要對多根線條進行編輯，可以採用群選擇的功能。用戶可首先在主選單中點擊群選擇鍵，然後

將游標移至要選的線條附近，按下滑鼠的左鍵同時沿對角線方向移動游標，一個方框就會出現在

螢幕上，當放開滑鼠左鍵時，方框內的線條就會被選取並呈紅色。使用者可以重複以上步驟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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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他的線條直到所有要選的線條都被選取。在選取線條後，按滑鼠的右鍵，下一步的動作頁面

（圖 15）就會出現，其中包括編輯，刪除等動作，下面我們來詳細敘述。 

編輯線條 

如果選擇該選項，線條編輯的頁面就會出現，有關線條編輯我們已在線條編輯的章節中講述過，

請參考該章節。 

刪除線條 

如果選擇該選項，被選取的線條就會被刪除。 

解除土體線條功能 

若選擇這選項，在被選取線條中的土線的功能會被暫時解除，被解除功能的土線依然保留在模型

中，但不參加任何分析運算，若需要時其功能可以被恢復。這一功能可以方便分步計算。 

恢復土體線條功能 

與解除土線功能相反，恢復土線功能是恢復原被解除功能的土線。 

選擇線型 

這一功能是用來改變被選取線條的線型。 

連接端點 

這一功能可將被選取線條的端點連接起來。若某一線條的端點之前是連接在另一線條的中部（非

端點），後者會在連接部位斷開以確保線與線在端點連接。 

放棄選擇 

用這功能可以放棄已有的選擇。 

解除非土體線條功能 

若選擇這選項，在被選取的線條中的非土體線條的功能會被暫時解除，被解除功能的非土體線條

依然保留在模型中，但不參加任何分析運算，若需要時可以恢復其功能。這一功能可以方便分步

計算。 

恢復非土體線條功能 

與解除非土體線條功能相反，恢復非土體線條功能是恢復原被解除功能的非土體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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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單元內力 

此功能只能用於有限元素分析。要顯示某結構單元在有限元素分析後的內力，首先選擇該單元，

然後選取結構單元內力的選項，結構單元的內力就會出現在結構單元內力表中。 

 

圖 15：群選擇後的動作 

超載 

超載也可以用畫圖的方式畫在土線上。首先的建模的選單中點擊超載鍵，然後將超載從左到右畫

入模型。超載有兩種，一種是絕對垂直，另一種是法向於土線，見圖 16 來看不同點。剛畫入的超

載其集度為 1，要定義其集度，首先選擇超載線(參考上一節)，然後在線條編輯頁面上選擇該超載，

再根據需要選擇垂直或法向。若選擇垂直，用戶可以定義臨時超載和長期超載。若選擇法向超載，

用戶給出起點和終點的集度，其值根據需要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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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超載種類 

雨線 

雨線是用來模似下雨對邊坡穩定的影響。雨線類似於超載線和其他線一樣可以被畫在坡面上，所

以請參照其他線條的畫法。雨量的參數必須在線條編輯的頁面上定義。在線條編輯頁面上，選擇

雨線後就能定義孔隙水壓力和浸潤深度(圖 13)。 

其他功能 

為了説明使用者建立模型，visual slope 還提供了許多其他的功能，譬如放大，縮小，還原，翻轉

和移動等。 

放大和縮小 

放大和縮小主要是為了幫助用戶： 

1. 在一個小的區域中細化模型。 

2. 對模型中的某小部分區進行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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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大某一區域，首先在建模選單中點擊放大鍵，然後將游標移至要放大區域的左上角，按住滑

鼠的左鍵並向右下角移動，一個方框就會出現，放開滑鼠左鍵後被方框涵蓋的區域就被放大了。 

要縮小只要在建模選單中按縮小鍵，被放大部分就會被縮小。 

放大縮小整個模型也可以通過滾動游標的滾輪來實現，向上滾動為放大，反之向下滾動為縮小。 

還原 

若某一步做錯了，用戶可以用還原功能回到前一步，用戶最多可以還原到前五步。 

翻轉 

在 Visual Slope 中，要分析的邊坡，擋土牆，基坑支護等的坡面必須面向左面。若原模型中的坡面

面朝右面，用戶可以用翻轉功能將模型進行翻轉。 

移動 

若需將模型向某一方向移動，用戶可在建模選單中點擊移動鍵，然後按住滑鼠左鍵同時向要移動

的方向移動，移動到所需位置時放開滑鼠左鍵，模型就會向該方向移動。 

視頻示範 

點擊此連結來觀看材料參數設置及用繪圖法建立模型的視頻。 

https://v.qq.com/x/page/n085366fwf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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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繪圖方法範例 

 

AUTOCAD 文檔輸入法 

Visual Slope 可以將一個 AUTOCAD 文檔轉換成一個 Visual Slope 的模型。要轉換的 AUTOCAD 文

檔必須是 DXF 2000 或更早的文檔形式。文檔中的圖形必須由線段或連線組成，其他的線條在轉換

的過程中會被忽略。以下是轉換步驟： 

1. 輸入 DXF 文檔。 

2. 所有從 DXF 文檔中輸入的線條都被認為是土體線條，若其中某些線條不是土線，用戶可將

這些線條逐一修改為所需的線條。在作任何修改之前需將自動連接功能關閉，待修改之後

重新開啟自動連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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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應連接的點沒有連接，需用手工的方法將其連接，參照群選擇功能。 

4. 如果模型的比例不對，參照修改比例功能來修改其比例。 

底圖描繪法 

如果沒有座標或者座標的微小誤差不會嚴重影響分析結果，用戶可以用底圖描繪法來建立 Visual 

Slope 模型。以下是底圖描繪法基本步驟： 

1. 輸入截面的圖形文檔作為底圖 

2. 描繪底圖中的各線條 

3. 設置邊界線 

4. 按比例標定模型 

5. 模型材料參數設置 

視頻演示 

該視頻演示底圖描繪法的全過程。 

  

https://v.qq.com/x/page/y0853a5wd5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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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邊坡穩定分析 

Visual Slope 邊坡穩定分析模組是根據廣泛接受的極限平衡法的理論，Visual Slope 第七版中加入

了有限元素方法。邊坡穩定中的極限平衡法和有限元素法的基本理論在 Y. Huang (1983)的書中已

詳細講述過，這裡不再贅述。邊坡穩定分析模組可用于土質邊坡或岩石邊坡或混合邊坡，不論地

質情況多麼複雜。Visual Slope 提供以下分析方法： 

1. Bishop 法 

2. Janbu 法 

3. Spencer 法 

4. Morgenstern-Price 法 

5. 有限元素法 

6. 概率分析法 

 

Visual Slope 可以是任何形式的破壞面，最普遍的破壞形式為： 

1. 圓弧形破壞面 

2. 平面形破壞面 

3. 多邊形破壞面 

4. 組合形破壞面 

5. 隨機形破壞面 

6. 用戶定義的破壞面 

以下各節將敘述怎樣對以上各種破壞面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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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弧形和隨機破壞面 

圓弧形和隨機破壞面是由入口區和出口區來定義的（見圖 18）。入口區是由兩個水準座標 X1和 X2

來定義的，同樣出口區也是由兩個座標 X3 和 X4 來定義的。用戶也必須給出破壞面的數量。 

要進行圓弧形或隨機形破壞面的邊坡穩定分析，先點擊主頁面上右邊的分析板面上的邊坡穩定分

析鍵，邊坡穩定頁面就會彈出（圖 19），選擇圓弧形或隨機形破壞面選項。然後使用者需要輸入

X1 到 X4 來定義進入口和出口的區域。更加方便的方法是點擊座標輸入框右邊的 X 鍵，然後將游

標移至模型中相應的 X 座標的位置，然後點擊滑鼠左鍵標示點就會垂直落到坡面上，若點擊滑鼠

的右鍵標示點就會水準移動至坡面上，相應的水準座標值就會自動輸入至輸入框中。 

 破壞面數量必須是整數，建議至少是 500。 

當以上 5 個數字定義了之後，按分析鍵。分析完畢後，用戶可點擊破壞面鍵，就能在模型中顯示

破壞面。請觀看以下視頻來瞭解邊坡穩定分析的全過程，其中所用模型與建模視頻中用的模型是

相同的。 

固定點 

若採用這個選項，在給出固定點的座標後，所有的坡壞面都會經過這個固定點。 

視頻演示 

該視頻演示邊坡穩定分析的全過程。 

 

圖 18: 圓弧滑動破壞分析 

https://v.qq.com/x/page/o0191mbwh07.html


33  

  

 

圖 19: 圓弧或不規則破壞分析設定頁 

 

用戶定義的破壞面 

用戶可以定義自己所需的破壞面，分析的方法可根據破壞面的形狀而定。用戶定義的破壞面是由

一系列座標來定義的，用戶可以逐個輸入這些座標，更方便的辦法是用繪圖法。繪圖法是將破壞

面從左到右逐漸畫入。用戶可以在輸入表中點擊 X 輸入框，一個紅色的鍵就會出現在輸入框的右

側（圖 20），在點擊紅色鍵後，將游標移至破壞面的控制點的位置再點擊，該位置的座標值就會

被自動輸入表中，同時破壞面的線條會出現在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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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以上的步驟，整個破壞面可以從左至右被畫入模型，整個破壞面必須多於四個控制點。另外

要指出的是破壞面的第一點和最後一點必須略高於坡面，分析時高於坡面的線段會被截斷。 

在破壞面定義後，將破壞面數量為 1，然後點擊分析鍵。分析完畢後，點擊破壞面鍵，破壞面就

會出現在模型中。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使用者可以定義壞面分析的全部操作過程。 

多邊形破壞面分析 

Visual Slope 極大地簡化了多邊形破壞面的設置過程。多邊形破壞面的設置過程與用戶定義破壞面

的設置過程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搜索寬度和破壞面的數量。搜索寬度是指在用戶定義的破壞面

上下的搜索範圍，破壞面的數量是指搜索多少個破壞面，這個數字應不小於 10。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多邊形破壞面分析的全部操作過程。 

https://v.qq.com/x/page/o0191mbwh07.html
https://v.qq.com/x/page/o0191mbwh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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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輸入滑動面座標 

  

組合形破壞面分析 

像圖 21 所示的，一個組合破壞面是由一段用戶定義的破壞面和由程式搜索產生的圓弧形破壞面組

合而成的。組合破壞面常被用來模擬土與岩石的接觸面或用來模擬垃圾填埋場的粘土覆蓋層與地

工膜接融面之間的滑動等。組合破壞面中用來類比接觸面的那段是用“限止線”來定義的。兩個圓

弧段是由程式自動搜索產生的，類似於我們在圓弧形破壞面和隨機破面分析章節中所討論的內容。

確定了組合破壞面後，參照圖 19 選擇組合破壞面的選項，然後點擊分析鍵。分析完畢後，按破壞

面鍵，組合破壞面會顯示在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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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用限止線畫組合破壞面時，拘限線應畫在靠較弱的材料邊。如果接觸面的強度低於原有

土體的強度，Visual Slope 也允許對接觸面的強度進行折減。首先選擇限止線，然後在線條編輯頁

面（圖 22）的折減係數輸入框中根據折減情況輸入一個小於 1 的數字。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組合破壞面分析的全部操作過程。 

 

圖 21: 組合型滑動面 

 

https://v.qq.com/x/page/n0853llt7g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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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設置折減係數 

風險評估 

在同一個工程中土體的抗剪強度變化很大，對於邊坡穩定分析的風險評估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要

進行風險評估就需要大量的地工試驗以獲得地工參數的變異係數。只有在獲得了變異係數或者假

設了變異係數之後才能進行風險評估。 

要進行風險評估，用戶在建立土體參數時必須給出粘聚力和摩擦角的變異係數（詳見土體參數設

置章節），並選擇風險評估的選項。Visual Slope 會給出邊坡穩定安全係數的平均值，最低值和最

高值，以及破壞可能性的百分比。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風險評估的全部操作過程。 

其他功能 

地震分析 

在邊坡穩分析中若要包含地震因素的影響，參考圖 19，選擇地震因素的先項，然後輸入水準和垂

直地震加速度峰值，其單位為 g，譬如輸入 0.25，代表 0.25g。 

https://v.qq.com/x/page/f0853v8lei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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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折減 

破壞面的強度在通常情況下低於原有的土體或岩石的強度，Visual Slope 提供破壞面強度折減的功

能來類比這種情況。要對破壞面的強度進行折減，參考圖 19，選擇強度折減，然後輸入一個小於

1 的折減係數。 

極限狀態法設計(LRFD) 

根據 FHWA 最新的建議 Visual Slope 第七版修改了極限狀態法設計的分析。在原來 FHWA 的設計

方法中是對土體參數進行折減，而最新的 FHWA 的極限狀態法的設計中建議對止滑力折減 25%，

其結果與允許應力法的結果比較一致。要進行極限狀態法設計，只要選擇 LRFD，餘下的和原來的

分析方法一樣。 

分析報告 

在計算分析後，Visual Slope 會提供詳細的圖形和文字報告。查看文字報告，在邊坡穩定分析頁面

上點擊分析報告鍵。報告中有詳細的輸入資料和計算分析結果。要產生圖形報告，選擇圖形的種

類，圖形報告就會產生。文字和圖形報告可以被轉化成不同的報告形式如 PDF，WORD 或 EXCEL

等。 

加勁邊坡設計 

如果一個填坡由於太陡不能滿足邊坡穩定的要求。要提高邊坡穩定的安全係數，可採用地工合成

材料加勁的方法。加勁邊坡必須滿足圓弧形破壞的安全係數以及直接滑動的安全係數。以下章節

講述怎樣用 Visual Slope 進行加勁邊坡的設計。加勁邊坡的建模方法基本與前面章節中敘述的建模

方法一樣，所以我們只講解其不同的部分。 

加入加勁材料 

繪圖法 

要在邊坡中加入加勁材料，可以採用前面介紹過的繪圖法將加勁材料逐層畫入，然後將材料參數

逐層賦予加勁層。 

建制法 

生或法比繪圖法容易得多，特別是有很多加勁層的情況下。用建制法可以一次加入很多具有同樣

材料和同樣長度的的加勁材料層。要採用建制法，用戶必須先設定加勁材料的材料參數，設置方

法見材料參數設置章節。設置材料參數後，用戶可在建制工具選單下選擇織物建制鍵，織物建制

頁面就會出現，見圖 23。在該頁面上，使用者必須在下拉選單中選擇加勁材料的名稱，然後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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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底層加勁材料的高程，頂層加勁材料的高程，層與層的垂直間矩及加勁材料的長度。輸入那

些參數後，點擊關閉鍵，加勁材料就會被加入別模型中。用戶可重複使用建制工具，建制不同材

料不同長度的加勁材料。加勁材料的層數不能超過 300 層。 

圓弧形破壞分析 

請參考邊坡穩定圓弧形破壞分析章節，來進行圓弧形破壞分析。圖 24 是圓弧形破壞分析的結果。 

直接滑動分析 

要進行土體沿加勁材料表面滑動的分析，用戶可以在邊坡穩定分析員面中選取直接滑動標籤，然

後按分析鍵。分析結束後，按破壞面鍵就可以看到不同安全係數下的破壞面。圖 25 是直接滑頭分

析的結果。 

加固力 

在加勁邊坡分析完成後，色譜會顯示在加勁層上，見圖 25。螢幕左邊的圖譜顯示抗滑的力度。但

請注意加勁層上的色譜並不代表該加勁層實際提供的抗滑力，而是如果一個破壞面經過該點時，

該加勁層能提供多大的抗滑力。 

沉陷和壓力估算 

用戶可以用 Visual Slope 的二維有限元素模組來估算加勁邊坡基底沉陷和接觸壓力。細節請參考二

維有限元素章節。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加勁邊坡設計的全部操作過程。 

https://v.qq.com/x/page/c06850tkoa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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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加勁材料批建制頁面 

 

 

圖 24: 圓弧形滑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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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直接滑動分析 

 

加勁擋土牆設計 

在 Visual Slope 中 NCMA 和 AASHTO 兩種設計方法都可以用來進行加勁擋土牆的設計。在 Visual 

Slope 中 NCMA 的設計方法是根據 NCMA 的加勁擋土牆設計手冊的第三版編制的，而 AASHTO 的

設計方法是根據 AASHTO 2009 加勁擋土牆設計指南編制的。Visual Slope 也可用於多階加勁擋土

牆的設計，這將在以下各節中講述。 

加勁擋土牆通常是用幹混凝土塊或混凝土板作為牆面，塊與塊或板與板間通過混凝土剪力鍵或機

械連接聯繫在一起。這類擋土牆可以是無加勁的重力式擋土牆，也可以是用地工合成材料或金屬

條作為加勁材料的加勁擋土牆。在加勁擋土牆的設計中，我們把加勁擋土牆分成三個區域，含加

勁材料的區域稱之為加勁土，該區域實際上是一個重力式擋土牆。加勁區背後的土稱之為被支護

土，加勁區以下的土稱之為基礎土。 

加勁擋土牆設計包括以下項目： 

1. 內部穩定分析 

2. 外部穩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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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體穩定分析 

4. 組合穩定分析 

5. 沉陷估算 

Visual Slope 可以提供所有以上的分析。以下章節將講述怎樣用 Visual Slope 進行加勁擋土牆設計

的全過程。 

建模 

雖然加勁擋土牆的設計模型可以用前面敘述過的各種方法來建立，用戶可以用加勁擋土牆模型建

制功能來大大簡化建模過程。首先在建制工具中點擊加勁擋土牆建制鍵，然後在建制頁面中填入

有關資料，見圖 26。 

擋土牆尺寸 

擋土牆尺寸包括： 

1. 牆底(包括埋入段)座標 

2. 牆高(包括埋入段) 

3. 前坡角度 

4. 牆背坡角度 

5. 牆背坡高度，若牆背坡角度為零，此項可以為任何數 

6. 加勁土區域深度(通常等於加勁材料長度) 

土和牆面 

1. 加勁土（從表中選取） 

2. 被支護土（從表中選取） 

3. 基礎土（從表中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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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牆面（從表中選取），若選取混合牆面，從下至上每一層必須逐層定義，所有的牆面參數

必須事先給定。 

加勁材料 

如果選擇加入加勁材料，以下各項參數必須給出： 

1. 從底部哪層牆面開始 

2. 垂直間距（多少層牆面） 

3. 加勁材料長度 

4. 加勁材料種類 

如果不選取加入加勁材料，加勁材料也可以通過建制工具加入，詳見建制工具章節。 

在填寫完加勁土牆建制頁面，按關閉鍵，加勁擋土牆模型（圖 27）就建制完畢。 

如果是多階加勁擋土牆，如圖 28 所示，用戶可以重複使用建制工具來逐階建制各階擋土牆。建制

了所有各階擋土牆後，用戶可以進一步用各種編輯功能來完善模型。 

分析計算 

內部和外部穩定分析 

在建立了加勁擋土牆模型以後，要進行內部穩定分析，根據擋土牆的形式在分析板塊上點擊加勁

或非加勁擋土牆分析鍵，如圖 29 所示的加勁擋土牆分析面頁就會出現。在這個頁面，使用者應首

先使用者應首先選擇要分析哪一段擋土牆，對於多階擋土牆應逐階分析。 

在選定擋土牆後，用戶應選擇分析方法並提供其他所需的參數如地震參數和 LRFD，然後點擊分析

鍵。 

分析結束後，點擊報告鍵來建制分析報告。 

總體（外部穩定）和組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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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和組合分析與常規邊坡穩定分析中的圓弧形破壞面分析類似，總體穩定分析的破壞面應超出

加勁土區域範圍。反之，組合分析的破壞面應集中在加勁土區域內，圖 30 是一個組合破壞面的分

析結果。 

二維有限元素分析 

Visual Slope 的二維有限元素模組可用於協助加勁擋土牆的設計，特別是用來估算牆體的撓度和基

底的沉陷。對於多階加勁擋土牆，有限元素法可以用來核查上牆對下牆的壓力。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加勁擋土牆設計的全部操作過程。 

 

圖 26：加勁擋土牆建制頁面 

https://v.qq.com/x/page/a0191y2ql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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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加勁擋土牆模型 

 

 

圖 28：多階加勁擋土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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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內部和外部穩定性 

 

圖 30：複合穩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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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式擋土牆設計 

在岩地工程領域重力式擋土牆被廣泛用於支護失穩的邊坡。要成功地支護一個失穩的邊坡，重力

式擋土牆必須滿足以下條件：1）有能力抵禦在失穩邊坡水準壓力下引起的水準位移；2）有能力

抵禦在失穩邊坡水準壓力下引起的傾覆位移；3）基礎土能提供足夠的承載能力。 

Visual Slope 重力式擋土牆設計模組提供了一個非常簡潔的重力式擋土牆的設計程式，以下章節講

述具體使用步驟。 

材料參數設置 

在建模前，用戶必須先設立所需的材料參數。所需的材料參數包括擋土牆的參數，被支護土的參

數及基礎土的參數。參數的要求與邊坡穩定分析的一樣，具體請參照材料參數設置章節。 

建模與計算 

要建立重力式擋土牆的設計模型，點擊分析板面上的重力式擋土牆鍵，重式擋土牆的建模與分析

頁面就會出現就如圖 31。 

材料選擇 

首先選擇被支護土，基礎土和擋土牆的材料參數。 

尺寸設置 

用戶可以通過調整圖 31 中尺寸參數，來建立不同的擋土牆模型。 

計算分析 

在材料和尺寸參數確定後，即可進行分析，圖 31 顯示分析的結果。 

建模 

分析完畢後，點擊分析面上建制工具鍵，重力式擋土牆的模型會出現在 Visual Slope 的主頁面上，

如圖 32 所示。該模型可用於重力式擋土牆的總體穩定分析。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重力式擋土牆設計的全部操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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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重力式擋土牆頁面 

 

圖 32：主頁中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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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錨設計 

如果土體或岩體邊坡處於不穩定狀態，地錨可用來對邊坡進行加固。加固後的邊坡必須滿足各種

穩定要求。Visual Slope 地錨設計模組根據 AASHTO LRFD Bridge Design Specifications, 7th Edition, 

Soil Nail Reference Manual 來編制的。以下章節講解怎樣使用 Visual Slope 進行地錨的設計。 

邊坡中加入地錨 

繪圖法 

地錨可以採用繪圖法逐根畫入，就像畫其他線條那樣，圖 33。畫完後再賦材料參數。用戶可以用

長度和角度方法較容易地畫入地錨。 

地錨建制 

地錨建制法可以用來一次性建制許多同樣種類同樣長度的地錨。要使用建制的辦法加入地錨，用

戶必須先設定地錨的參數，詳見材料參數設定章節。在建立完地錨參數後，點擊建制工具選單下

的地錨建制鍵，如圖 34 所示的地錨生或頁面就會出現。用戶必須首先在下拉清單中中選定地錨的

名稱（名稱是在地錨參數設定時給出的），然後填寫所需的其他參數包括最低層的起始高程，最高

層的高程，層與層間的垂直間距，地錨傾斜角，自由段長度及灌漿段長度。填寫完以上參數後，

點擊關閉，地錨就被加入了模型中。 

分析計算 

地錨的分析計算與邊坡穩定分析基本一樣，可以從圓弧破壞面分析開始。 

加固力 

與加勁邊坡分析類似，在地錨邊坡分析完成後，色譜會顯示在地錨上，見圖 36。螢幕左邊的圖譜

顯示加固的力度。但請注意地錨上的色譜並不代表該地錨實際提供的加固力，而是如果一個破壞

面經過該點時，該地錨能提供多大的加固力。 

地錨牆面設計 

地錨的牆面設計包括：1）內牆與外牆（如果有外牆）的抗彎強度驗算，2）內牆與外牆（如果有

外牆）的抗沖切驗算，及 3）剪力釘破壞驗算。要採用 Visual Slope 進行地錨牆面設計，請參照圖 

35，並根據下列步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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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地錨分析設計完畢後，選擇地錨牆面設計，地錨牆面設計的頁面就會出現。首先在地錨

之下的下拉式列表中選取要設計的地錨，地錨的水準與垂直間距會自動給出。錨拉力的大

小可參考地錨計算時的加固力表。 

2. 在錨拉板下輸入板的寬度，高度及強度。 

3. 在內牆和外牆（若有外牆）分別輸入牆厚及混凝土強度。 

4. 輸入剪力釘參數，在下拉式列表中選擇可用的剪為釘，其他相應的資料就會自動輸入。 

5. 內牆鋼筋參數，根據情況選取鋼筋網和鋼筋並給出相應參數。 

6. 外牆（若有外牆）鋼筋參數，根據情況選取鋼筋網和鋼筋並給出相應參數。 

7. 在輸入所有所需的參數後，按分析計算鍵即可驗算牆面。若 CDR（能力與需求之比）大於

1，即滿足設計要求，反之需要參改設計。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地錨設計的全部操作過程。 

 

圖 33：加入土釘 

https://v.qq.com/x/page/b0191epyh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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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土釘建制方法 

 

圖 35：地錨牆面設計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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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土/岩釘設計 

 

基坑支護 

基坑支護通常是由板樁，地下連續牆，樁板牆等組成並根據其深度可以是懸臂式，單道支撐或多

道支撐結構。基坑是逐階開挖的，所以支護結構的形式也會隨基坑的開挖深度而變化，可從懸臂

式變為單支撐，再變為多道支撐。Visual Slope 可以用來模擬這種施工過程。除此之外，用戶用可

聯合使 Visual Slope 的基坑支護設計模組和 2D FEM 模組來不僅計算支護結構的內力和撓度也可以

估算周邊地盤的變形。與設計一座加勁擋土牆相似，支計基坑支護的過程包括以下三個驟： 

1. 設置材料參數 

2. 建立設計模型及分階開挖的步驟 

3. 分析設計 

設置材料參數已在材料參數設置章節中討論過，所以不再重複。以下章節主要講解最後兩步。 



53  

  

建模和分階開挖設置 

要建立基坑開挖模型，使用者必須用分階開挖建制工具。要用分階開挖建制工具，用戶應在建制

工具選單下點擊分階開挖建制鍵，見圖 37。以下各節詳細講解建制的各部分。 

牆和牆背坡的座標 

用戶必須首先給出牆體的座標包括：牆頂的水準和垂直座標，牆底的垂直座標，和牆背坡的資料

就像建制頁面所示的那裡。如果沒有背坡，坡角可設為 0，坡高可設任何數字。 

牆截面 

Visual Slope 允許牆體是變截面的。參照圖 37 右上角的牆截面的輸入表，用戶必須從上至下地輸

入牆截面的參數，在第一例給出該段的頂點高程，在第二例中給出相應牆體名稱。以圖 37 為例，

在第一列第一行中繪出牆頂高程 129，在第二列第一行中給出相應的該段牆截面的名稱。在第一

列第二行中給出第二段牆的段頂高程 120，在第二列第二行中給出第二段牆的牆體名稱。這樣第

一段牆從 129 至 120，第二段牆從 120 至牆底。 

地盤參數 

與牆體截面參數類似，用戶必須在圖 37 中的地盤參數表中從上至下設定地盤參數。第一列是地盤

頂面的高程，第二列是地盤的名稱。地盤的名稱會被用於兩個高程之間。以圖 37 為例，土層

sand2 會被用於高程 129 和 126 之間。最下層的土層名稱會被用於該地盤頂面高程至模型的最底

部。 

支撐參數 

對於支撐參數，用戶必須從上至下逐層給出。支撐參數包括：高程，剛度，預加力的大小及水準

間距。如果是錨拉形式的支撐，用戶必須勾選錨拉選項，並給出錨拉的傾斜角。如果錨拉的長度

和傾斜角是變化的，在分析前使用者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用繪圖法修改錨拉。 

開挖步驟 

使用者必須從上至下提供開挖步驟。開挖步驟包括：開挖高程，牆前水位，牆背水位和牆背超載。

如果在一個高程上有幾件事要做，那麼這個高程要重複幾次。譬如一個基坑開挖別高程 122，要

安裝一道高程為 127 的支撐，安裝後要預加壓力然後鎖定支撐，高程 122 必須重複兩次，第一次

用於預加力，第二次用於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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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也可用自動開挖設定功能，但首先必須給出支撐安裝的所需空間也就是支撐中心至開挖面的

間距。然後點擊自動開挖設置鍵，開挖步驟會自動形成並自動考慮到預加力和鎖定情況。 

步驟設置鍵 

在所需的參數都給出後，使用者必須按步驟設置鍵來確認及儲存以上參數。 

分階開挖 

在圖 37 下部的是分階開挖的設置部分其包括一個下拉式選單和兩個列表。一旦在下拉式選單中選

定一個開挖深度，左邊的清單中就會顯示在這個開挖深度可用的支撐，右邊的清單中顯示已經按

裝的支撐。要按裝新的支撐，用戶可以在左邊的列表中選擇要按裝的支撐，然後點擊“>>”，選擇

的支撐就會從左邊的列表移至右邊的列表。反之，若要拆除一道支撐，左右邊的列表中選取要拆

除支撐，然後點擊“<<”，選擇的支撐就會從右邊的列表移至左邊的列表。若要設置某一道支撐處

於預加力狀態，在右邊的清單中雙點擊這道支撐，就會顯示該支撐處於預加力狀態。 

模型顯示 

要顯示某一階段的分析模型，首先選擇該階段，然後點擊“此步開挖圖示”，該步模型就會顯示在

主頁面上。 

規範設置 

在進行基坑支護設計前，使用者必須先設置設計規範。要進行規範設置，使用者需先在分析板面

上點擊基坑支護鍵，基坑支護頁面（圖 38）就會彈出。在坑支護頁面上點擊規範設置，規範設置

頁面（圖 39）就會出現。設計規範包括：正式名稱，牆與土的摩擦角，水壓力形式，計算方式，

荷載組合，安全係數及地震角。在設定了這些參數並保存後，該規範就可用於所有合適的項目。

使用者可設置並保存六部不同的規範。使用者可以隨時修改這些規範。 

分析計算 

在完成了模型建立和規範設置後，使用者可以進行分析計算。要進行基坑支護的分析計算，用戶

可在分析板面上點擊基坑支護鍵。根據模型，Visual Slope 可以自動探測基礎支護形式。以下各章

節將詳細介紹基坑支護頁面（圖 38）的內容和怎樣進行考慮和不考慮分步開挖的因素，及包含或

不包含地盤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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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護寬度和入土寬度 

為了保持基坑支護的穩定，牆前牆後的壓力必須保持平衡。牆前壓力的一部分是來自作用在入土

段的土壓力和水壓力，可是入土的牆寬不一定與支護寬度相等。例如，一樁板牆其樁的直徑為

0·6m，樁間距為 3m。這樣的話入土寬度為 0·6 而支護寬度 3m。對於像板樁牆或地下連續牆入土

寬度和支護寬度均為 1m。 

牆背土壓力種類 

Visual Slope 可以根據模型探測到基坑支護的種類。如基坑支護是多支撐支護 Visual Slope 可以提

供不同的牆背土壓力，如主動土壓力，靜止土壓力，程式定義的土壓力及用戶定義的土壓力。主

動土壓力和靜止壓力已在很多教科書中定義過，所以以下只討論程式定義和用戶定義的土壓力。 

 

圖 37：分階段挖掘設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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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擋土支撐設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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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規範設置頁 

程式設定之土壓力: 

P= 0.65 HKa  

土壓力形狀： 

  

   

 Sand  Clay  Very Stiff  

圖 40：程式設定之土壓力 

用戶定義的壓力 

對於特殊情況使用者可以定義自己的壓力。用戶可以在輸入表（圖 38）輸入高程和壓力。作用在

牆背的壓力為正，反之，作用在牆前的壓力為負。用戶定義的壓力必須從上至下。如果壓力沒有

定義到牆底，Visual Slope 會根據最後兩點的斜率來推測牆底的壓力。請注意如果採用用戶定義壓

力，其他的壓力，如水壓力，超載等都會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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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壓力 

在很多情況下，除了通常的壓力如土壓力，水壓力和超載壓力外，其他壓力，譬如波浪壓力等可

以作為附加壓力計入分析計算。若要使用附加壓力，選擇附加壓刀的選項，附加壓力的輸入表就

會出現。其輸入方法與用戶定義壓力的方法一樣，請參考用戶定義壓力章節。請注意附加壓力不

能和用戶定義的壓力並用。 

分步開挖選項 

分步開挖是另一選項，如果關閉這一選項，基坑被認為是一次性開挖至指定深度，所有的支撐也

被認為是一次性加入的。如果考慮分步開挖因素，支撐是隨著開挖逐層被加入基坑來支護擋土結

構，牆體的變形是逐步累積的，因而用這種方法計算牆體變形要比不考慮分步開挖因素計算的牆

體變形要大。如果設計規範中計算方法為簡支梁法，分步開挖將不起作用。如果選擇考慮地盤變

形，程式會自動考慮分步開控因素。 

如果選擇考慮分步開挖，計算必須按開挖順序逐階進行。每一階的牆體變形是所有之前計算的牆

體變形的迭加。 

包括地盤情況 

如果選擇包括地盤情況的選項，分步開挖因素會被自動考慮，2D 有限元素模組會自動啟動。每一

階計算可以被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對牆體在力的作用下進行變形和內力分析；第二部分是用第

一部分的牆體變形的結果對地盤進行變形和應力分析。第一部分的計算和通常的基坑支護的計算

一樣，第二部的將只包含地盤而不包含牆體和支撐，但第一部分中算得的牆體變形會作為邊界條

件用於第二部分的有限元素分析來得到地盤的變形。 

要考慮地盤情況，必須包含地盤的初始應力，但去除地盤在開挖前在自重作用下引起的變形。所

以在計算開挖前必須先算出地盤的初始條件。 

其他選項 

自動調整錨拉長度 

如果選擇自動調整錨拉長度，Visual Slope 會根據規範要求將自由段的長度調整至破壞面以外，並

將錨固段的長度調整為滿足安全係數的要求。 

自動調整入土深度 

如果選擇自動調整入土深度選頂，Visual Slope 會自動調整牆體的入土深度以滿足穩定，基坑隆起

及管湧的安全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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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計算 

在圖 38 中所有的選項被正確地設定之後，就可進行分析計算。分析時應先選定開挖的階段，然後

點擊分析鍵，計算結果會出現在如圖 41 所示的頁面上。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基坑支護設計的全部操作過程。 

 

 

圖 41: 擋土牆中的彎曲力矩 

 

https://v.qq.com/x/page/z01917rt3c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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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地盤垂直位移 

止滑樁設計 

加固一個不穩定邊坡的一個常用方法是在坡腳附近打一排止滑樁來穩定邊坡。在設計止滑樁時，

用戶必須知道止滑樁要提供多少力來穩定上坡。有了這個止滑力，用戶才可以計算止滑樁的入土

深度及截面的尺寸。因此止滑樁的設計分為兩步。第一步是確定需要多少止滑力。止滑力的大小

取決於：1）邊坡的穩定性，邊坡越穩定所需的止滑力就越小；2）止滑樁的位置。第二步是決定

止滑樁的入土深度，內力和是否需要錨拉。因此止滑樁設計是邊坡穩定分析和支護設計的組合。

Visual Slope 大大地簡化了止滑樁的設計過程，用戶只需要進行邊坡穩定分析，若邊坡穩定安全係

數不滿足要求，那就需要採用止滑樁，用戶可以用繪圖法將止滑樁畫入模型（如圖 43 所示）。 

將止滑樁畫入模型後，點擊主頁面上分析板面上的止滑樁設計鍵。止滑樁設計頁面就會出現（如

圖 44），止滑樁設計頁面與邊坡穩定分析頁面（圖 19）相同。在分析頁面上使用者必須選擇止滑

樁設計選項；給出上坡所需的安全係數，是否需要下坡的説明及下坡所需的最低安全係數。待這

些資料確定後，使用者可進行邊坡穩定分析，這一分析過程是確定需要多大的止滑力，這就完成

了以上所述的第一步。要完成第二步，點擊圖 44 中的分析鍵。若需要用錨拉的話，使用者可以畫

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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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Slope 會問使用者是否需要自動調整止滑樁的入土深度，止滑樁分析完成後，點擊圖 44 中

的分析結果鍵。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止滑樁設計的全部操作過程。 

 

 

圖 43: 止滑樁設計模型 

 

https://v.qq.com/x/page/o01915f6yw7.html


62  

  

 

圖 44: 止滑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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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止滑樁計算結果 

 

滲流分析 

Visual Slope 滲流分析模組可進行穩態和瞬態滲流分析，模型介質可以是各向同性，各向異向，均

勻介質或非均勻介質。滲流分析模組也可以用於層壓水滲流分析。分析結果包含等勢線和流線，

用戶也可以得到指定截面的流量和梯度。以下章節詳細講述怎樣建模，輸入土體參數，建立邊界

條件，及模似層壓水。 

建模 

滲流分析的建模方法與邊坡穩定分析的建模方法是一樣的，所以請參閱建模章節。 

土體參數 

滲流分析所需的土體參數是水準和垂直滲透係數（Kx 和 Ky）。詳細請參閱材料參數章節。 

邊界條件 

在進行滲流分析前必須首先設立邊界條件。邊界條件有兩類，一類是水頭邊界條件，另一類是無

滲流邊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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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水頭邊界是該邊界上的位置水頭是確定的像圖 46 所示的那樣。對於水面以下的邊界，水頭邊

界等於水面的位置水頭；在水面以上的水頭邊界，該邊界上的水頭為零。要設置水頭邊界只要將

實際水位線畫入模型（見圖 46）。 

無滲流邊界是在該邊界上沒有水流入或流出，譬如像板樁牆等。圖 46 中所兩邊應該是無滲流邊界，

因為它們遠離滲流區，水頭梯度很小所以無滲流。要設置無滲流邊界，只要用邊界線即可，見圖 

46。 

排水管 

排水管可以用地工織物線來模擬，沿著排水管水壓力零。 

隔水牆 

如果在滲流分析中包含水流無法通過的隔水牆，如板樁牆，隔水牆可以用拘限線來模擬。 

層壓水 

如果滲流分析中包含受壓水層，受壓水層中的水頭是恒定的並且高於其他層中的水頭。水頭可以

通過土體參數設置（圖 6）來設置，如果土體參數中的水頭大於零的話大於零的話，滲流分析過

程中，程式會自動認為該層為受壓水層。 

計算分析 

在模型有邊界條件確定後，用戶便可進行滲流分析。但滲流與計分為拘限邊界滲流分析和自由邊

界滲流分析，使用者應根據具體情況選擇適當的分析。 

拘限邊界滲流分析 

如果滲流模型中所有的邊界條件不是用水頭邊界就是用無滲流邊界條件來確定的，這樣的滲流分

析是拘限邊界滲流分析。 

自由邊界滲流分析 

如果滲流模型中部分邊界尚未確定，這些邊界既不是無滲流邊界也不是水頭邊界，它們可以和空

氣自由接觸。這類分析是自由邊界滲流分析。飽和層和非飽和層的分界線是浸潤面，浸潤面可以

通過自由邊界滲流分析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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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態滲流分析 

在模型和邊界條件建立後，要進行瞬態滲流分析，用戶可點擊分析板面上的由自邊界滲流分析鍵

或浸潤面分析鍵。如圖 47 所示的非飽和滲流分析的頁面就會出現，在其中輸入分析時間再按瞬態

滲流分析鍵，分析即可進行。 

分析結果 

滲流分析結束後，分析結果的頁面（圖 48）會自動出現，按相應的鍵可以得到等勢線和流線。 

要計算流量的垂直梯度，先按斷面鍵後然在模型中畫斷面，一旦斷面畫完，斷面上的流量和垂直

水頭梯度就會顯示在結果頁面上（圖 48）。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滲流分析的全部操作過程。 

 

圖 46: 滲流分析 

 

https://v.qq.com/x/page/t019164fag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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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滲流時間設定 

 

圖 48：滲流分析結果 

滲流作用下的邊坡穩定分析 

如果水位線從左到右含蓋整個模型像圖 49 那樣，在一般的邊坡穩定分析中滲流壓力會被自動考慮

進去。可是在有些情況下像圖 50 所示地下水位元的情況不很清楚。要準確進行邊坡穩定分析必須

分以下三步走。 

1. 首先進行自由邊界滲流分析以確定浸潤線，浸潤線也是地下水位線（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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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旦有了浸潤線就可以畫出所有的水位線。 

3. 這樣就可以用普通邊坡穩定分析模組來進行滲流壓力下的邊坡穩定分析。 

另一種辦法是在分析板面上按滲流作用下的邊坡穩定分析鍵或在邊坡穩定分析頁面上選擇滲流/降

雨選項見圖 49。然後進行邊坡穩定分析，以上三步就能並為一步。 

 

 

圖 49: 滲流壓力下的邊坡穩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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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水位線不完整情況下的邊坡穩定性分析 

 

 

圖 51: 浸潤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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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滲流壓力模式下的邊坡穩定分析 

 

隧道襯砌設計 

在隧道襯砌設計中地盤結構模型和荷載結構模型是兩種最常用的方法。 

地盤結構模型通常用於一些比較複雜的隧道工程項目，這種方法基於結構和地盤的相互作用使設

計人員不僅可以分析計算隧道襯砌的內力和變形，而且可以估計周圍地盤的應力變化和變形。這

種方法通常需要採用 2D 或 3D 的數值分析法。可是這種方法的分析計算結果通常不能直接用於隧

道襯砌設計而用於核查或參考。 

另一方面，荷載結構是在隧道襯砌設計中最常用的。在這個模型中隧道襯砌與周圍地盤的相互作

用是通過一系列法向和切向彈簧來模擬的，同時也可以考慮不同的荷載組合。這種設計模型的缺

點是不能計算周邊地盤的應力和變形。 

Visual Slope V7 將這兩種模型結合起來，擯棄了兩者的缺點，加強了兩者的優點。只要一點擊計

算所有的荷載組合都可以計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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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和荷載組合 

要建立隧道襯砌設計模型，使用者必須使用隧道襯砌建制功能。所有所需的材料參數必須建模前

全部給出。在主頁面的建制選單下點擊隧道襯砌建制鍵，隧道襯砌建制頁面就會出現（(見圖 53)。

目前，Visual Slope 只允許隧道襯砌和水準荷載是對稱於垂直軸的。以下章節將詳細講解怎樣建制

隧道襯砌模型。 

共用參數 

無論建制什麼樣的隧道襯砌，圖 53 中圈出的參數是共用參數。 

縱向厚度 

縱向厚度是指沿隧道縱軸線的分析厚度。 

彈簧常數 

隧道襯砌結構和周圍地盤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通過一系列法向和切向彈簧來模擬的，彈簧常數是用

來定義法向和切向彈簧的彈性係數。如果彈簧常數沒有給出，Visual Slope 會根據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Recommendation (EM 1110-2-290)算出： 

法向彈簧常數： 

𝑤𝑙𝐸𝑟 
𝐾𝑟 =   

(1 + 𝜇𝑟) 

切向彈簧常數： 

0.5𝐾𝑟 

𝐾𝑡 =   

(1 + 𝜇𝑟) 

其中： 

K r=法向彈簧係數 

Kt=切向彈簧係數 

Er=周邊介質的彈性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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𝜇𝑟 =周邊介質的泊桑比 

W=縱向計算深度 

L=單元長度 

只要選擇使用者定義彈簧係數的選項，使用者就可以用自己設定的彈簧係數。 

切向彈簧和無拉力選項 

如果不選切向彈簧，模型建制時將不建制切向彈簧。對於圓形隧道我們建議一定要使用切向彈簧

以防止轉動。 

在模擬隧道襯砌與周圍地盤相互作用中，我們建議採用無拉力彈簧。 

襯砌材料參數 

在建立模型之前使用者必須先建立襯砌材料參數。要建立襯砌材料參數，詳見樁/梁參數章節。有

了襯砌材料參數，用戶可以在襯砌截面列表中選取所需的截面。如果隧道是變截面的，在模型建

制後可以用賦值的方法改變單元的參數。 

鉸支 

如果隧道截面包含鉸支，在模型建制後，點擊加鉸支鍵，然後將游標移至模型中需要加鉸支的位

置，再點擊該位置，鉸支就被加入。在鉸支點彎矩為零。 

圓形隧道襯砌 

要建立一個圓形隧道模型，點擊圓形隧道鍵，圖 53 中會出現圓形隧道模型。對於圓形隧道需要下

列參數： 

1. 圓心座標，X 和 Y。 

2. 隧道中到中半徑。 

盾構法隧道襯砌 

如果要建制盾構法隧道襯砌，選擇盾構法隧道的選項。盾構法隧道襯砌輸入表會出現。每片管片

接頭需要一行輸入資料。輸入資料包括：接頭的角度，是否有鉸支，鉸支剛度。輸入必須沿隧道

頂點順時針方向逐一輸入，隧道的頂點為零度。如果要考慮接頭剛度，選擇鉸支選項。接頭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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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從 0 到 1。0 為鉸支，在該點彎矩為零。1 為剛性接頭，也就是沒有接頭。若該係數是 0 和 1

之間，譬如說是 0·3，那麼接頭剛度就為管片剛度的 0·3 倍。 

直牆穹形隧道封閉道襯砌 

如果選擇此項選項，輸入參數除了以上提及的以外，還必須給出牆高參數。 

不封閉馬蹄形隧道襯砌 

隧道形狀選項 3 和 4 是不封閉馬蹄形隧道襯砌，此類隧道是由三條光滑連接的曲線組成的。選項

3 和 4 的區別是選項 3 隧道底部是鉸接，而選項 4 隧道底部是剛度連接。 

對於這類隧道需要以下參數： 

1. 穹頂圓心座標，X 和 Y。 

2. 穹頂半經 

3. 邊牆牆高 

4. 底寬 

5. 頂寬 

頂寬不能寬過拱頂直徑。如果頂寬等於頂拱直徑等於底寬，此類隧道變成直牆拱形隧道。 

封閉式馬蹄形隧道 

隧道形狀選項 5 是封閉式馬碲形隧道，這類隧道是由六段曲線光滑連接而成（見圖 54），這類隧

道需要以下參數： 

1. 頂圓的圓心座標，X 和 Y 

2. 頂圓半徑 

3. 邊牆牆高 

4. 底寬 

5. 頂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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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1，底部半徑 

7. R2，牆角半徑 

頂寬不能大於隧道頂圓的直徑。如果 R1 為 0，隧道底部為直線。若 R2 為 0，牆角為銳角。 

任意形態 

Visual Slope 允許使用者採用圓弧和直線的組合創造任何形狀的隧道截面。因為隧道截面是對稱的，

所以只需建立右半邊隧道截面即可。截面參數必須從頂部沿順時針方向建立（見圖 55）。 

純弧形截面 

如果選擇純弧形截面，那隧道截面將由一系列光滑連接的圓弧組成。在給出隧道頂部的座標後，

沿順時針方向依次輸入各圓弧的圓心座標，不需要輸入半徑。Visual Slope 會根據圓心座標和相切

條件自動算出半徑。 

直線和弧線截面 

若不選擇純弧形截面，那麼隧道截面由一系列直線和圓弧組成，接點處不一定是光滑連接。在給

出隧道頂部的座標後，每條線的末端座標必須沿順時針方向給出。若是弧線，弧線的圓心座標也

必須給出。隧道截面可以是封閉的也可以是不封閉的。 

顯示模型 

要看隧道截面模型，按顯示截面鍵（圖 55），隧道截面就會顯示在主頁面上（圖 56）。 

荷載條件 

荷載正負的約定是荷載指向隧道的荷載為負，反之為正。例如隧道內部的水壓力為正，隧道外部

的水壓力為負。 

水壓力 

水壓力為圓周壓力，如果指向隧道為負，相反為正。 

注漿壓力 

注漿壓力必須沿順時針方向逐點建立。隧道頂點角度為 0 度。每一注漿點必須有起始角度，終點

角度和壓力值（見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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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和水準壓力 

要輸入垂直或水準壓力，按垂直或水準壓力鍵（圖 55），輸入頁面（圖 58）就會出現。Visual 

Slope允許用戶輸入四種不同的垂直壓力和四種不同的水準壓力。對於每一種壓力，用戶需給出壓

力的名稱，點 1 的壓力集度和點 2 的壓力集度以及距邊 1 和邊 2 的距離。 

荷載組合 

在荷載狀況全部建立後，使用者可根據專案的要求建立荷載組合。要建立荷載組合，按圖 55 中的

荷載複合鍵，荷載組合頁面（圖 59）就會出現。荷載組合頁面是由兩列的表格組成的。在第一列

中可選擇荷載的名稱，在第二列中用戶可輸入相應的荷載係數，其值可以是任何數位，若為 0 的

話，該荷載將不被計入相應的計算中。若荷載係數大於 1，該相應荷載被相應地放大。若為負值，

該相應荷載的方向會被顛倒。拿圖 59 為例，在荷載組合 1 中只考慮注漿壓。在建立了荷載組合 1

後，若有需要使用者可以繼續建立荷載組合 2，3和 4。Visual Slope 對於每種分析允許用戶最多建

立四種不同的荷載組合。 

計算分析 

建立了模型和荷載後，可進行分析計算。以下章節將講述分析的背景及計算的步驟。 

分析計算背景 

為了清楚地解釋分析計算的背景，請參閱圖 56。若用戶只需計算隧道襯砌的變形及內力，那麼就

使用美國陸軍工程師協會所推薦的如圖 60 所示的荷載結構模型進行分析計算。 分析計算將基於

1-D 有限元素法對每荷載組合進行分析計算。計算完成後，用戶可以看到隧道襯砌的變形和內力

的結果。圖 61 顯示隧道襯砌在荷載組合 1 下的變形情況。 

如果使用者不僅需要知道隧道襯砌的變形和內力而且也要瞭解周圍地盤的變形情況，那麼 1D 和

2D 有限元素模組都要用上。第一步，Visual Slope 會計算在隧道開挖前的地盤初始應力，見圖 62。

第二步，Visual Slope 會用上節討論過的 1D 有限元素來計算隧道襯砌的變形和內力，見圖 61。第

三步，用戶選擇一個特定荷載組會下的襯砌計算，Visual Slope 會用襯砌的變形及圍岩收縮作為邊

界條件來進行 2D 有限元素分析，以獲得地盤的變形及應力。地盤的總應力是地盤的初始應力(由

第一步計算得到)和隧道開挖引起的應力(由第三步得到)的迭加。圖 63 顯示在荷載組合 2 情況下的

地盤變形情況。沿道隧道襯砌周邊，地盤的變形和襯砌變形(由第二步計算得到)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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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計算 

要進行隧道襯砌分析計算，點擊分析板面上的隧道襯砌設計鍵，隧道襯砌設計頁面就會出現，見

圖 64。 

包括地盤 

如果要同時對隧道襯砌和周邊地盤進行分析，就選擇這選項，詳見計算分析背景章節。如果選擇

了這個選項，有需要的話也可給出地盤收縮值。所謂地盤收縮是地盤在隧道開挖後襯砌尚未安裝

之前的變形。 

分析種類 

Visual Slope 提供幾種不同的襯砌計算方法(不針對地盤) 

1. 一維有限元素分析方法(參考圖 60) 

2. Ranken和Schwartz-Einstein法，這兩種方法是根據彈性力學對圓形隧道襯砌的分析方法。 

3. 採用釋放應力對隧道襯砌進行一維有限元素的分析。 

如果確定要包括地盤，並選定分析方法後，計算就會自方進行。計算結束後，圖 64 所示的計算結

果就會出現。各種圖形，如變形圖，彎矩圖等，可顯示在主頁面上。圖形和文字報告都可以列印

或保存為不同形式的文檔。在分析頁面關閉時，如果選擇包括地盤 Visual Slope 會用 2D 有限元素

的地盤進行分析。詳見 2D 有限元素的章節。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隧道襯砌設計的全部操作過程。 

https://v.qq.com/x/page/x0192scypt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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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隧道襯砌建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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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封閉馬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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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任何形狀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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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隧道建模 

 

  

圖 57: 灌漿壓力之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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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垂直和水準壓力輸入頁 

 

  

圖 59: 負載組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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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負載結構模型 

 

圖 61: 荷載組合 2 下的隧道襯砌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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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地面初始垂直應力和沉陷 

 

圖 63: 載荷組合 2 下的地面變形 (網格) 和沉陷 (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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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隧道襯砌設計視頻範例頁面 

凍結法施工設計 

凍結法可用於軟土基坑開挖，以防止周圍土體的坍塌和流失。這種施工方法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但長期以來在凍結法施工設計中設計人員只是用尺和圓規來佈置凍結管，這可能造成設計的不準

確，不經濟和不安全。 

Visual Slope 凍結法設計模組採用二維差分法分析使設計變得更加方便，精確和有效。在 Visual 

Slope 凍結法的設計中長度單位必須是米，溫度單位必須是攝氏。雖然 Visual Slope 凍結法設計模

組是一個二維的程式，但它可分別被用於沿凍結管徑句的溫度分佈分析，也可被用來對沿凍結管

縱向的溫度分佈的分析。以下章節將講述怎樣使用 Visual Slope 凍結法施工設計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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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向分析 

在俯視模型中電腦螢幕是地表面或開挖表面，凍結管從地表（電腦螢幕）垂直進入，所以凍結管

的分佈在電腦螢幕上看是點分佈（圖 66）。徑向分析是對沿凍結管徑向的溫度場進行分析。用戶

必須採用凍結法建制工具來佈置凍結管。在建制選單下點擊凍結法建制工具，如圖 65 所示的凍結

法建制頁面就會出現。該頁面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共用參數 

共用參數部分包括：1）地盤初始溫度，2）地盤熱傳導係數（單位為：J/s/m/derC），3）凍結管

溫度，4）凍結天數。這些參數是供整個分析使用，所以必須先設置好。 

凍結管直線分佈建制 

凍結管直線分佈建制工具可以建制一排凍結管。 一排凍結管的起點座標，終點座標，及這排總共

多少根凍結管必須首先給出，然後點擊成鍵，這排凍結管就建制好了。 

凍結管弧形分佈建制 

如果凍結管呈弧形分佈，凍結管弧形分佈建制工具可用來生找上半圓，或下半圓，或整個圓。如

果只需要弧形中的一部分凍結管，可以用編緝的方式來刪除不需要的點。 

逐點建制 

要隨意逐點建制凍結管，在下拉式列表中點擊最上面的空行，一個紅鍵可出現在該行的右邊。點

擊該紅鍵，再將游標移至所需凍結管的位置，點擊該位置，凍結管就建制好了。凍結管的座標會

出現在列表中。用戶也可以採用直接輸入座標的方法來建立凍結管。 

計算分析 

一旦如圖 66 的模型建立完畢，要進行計算分析，點擊分析板塊中凍結法設計鍵。圖 67 顯示分析

結果。 

沿凍結管深度方向分析 

沿凍結管深度方向的模型可用來計算沿凍結管縱向的溫度場。在這類分析中，凍結管平行於電腦

螢幕，凍結管用 Visual Slope 中的拘限線來模擬，見圖 68。凍結管的溫度可以用線編輯來設置

（圖 69）。圖中的折減係數，在凍結法分析中是凍結管的溫度。地盤條件要用上節講述過的方法

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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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分析 

一旦如圖 66 的模型建立完畢，要進行計算分析，點擊分析板塊中凍結法設計鍵。圖 70 顯示分析

結果。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凍結法施工設計的全部操作過程。 

 

圖 65: 冰凍工法設置頁 

https://v.qq.com/x/page/c01922mhkr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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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凍結管道佈局 

 

 

圖 67: 溫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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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側視圖建模 

  

圖 69: 拘限線的編輯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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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溫度分佈 

 

樁承式加勁路堤設計及複合地基設計 

隨著樁承式加勁土技術的發展，樁承式加勁路堤和複合基礎將會提供經濟合理，施工方便，沉陷

量小，可靠性強，便於監理，環保性強的施工方法。可是目前市場上還沒有方便的設計工具。

Visual Slope 根據德國 EBGEO 的建議研發了樁承式加勁路堤設計及複合地基設計模組。這個模組

簡便可靠。 

建模 

樁承式加勁路堤設計及複合地基設計的建模方法與邊坡穩定分析的建模方法基本相同，請參照有

關章節。樁可以直接畫入，也可以採用建制法加入。參照材料章節來建立樁的參數。圖 71 是一個

典型的樁承式加勁路堤設計及複合地基設計的模型，其中包括地盤，兩層加勁材料及樁。 

計算分析 

要進行計算分析，點擊樁承式加勁路堤設計及複合地基設計鍵。圖 72 顯示分析結果。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樁承式加勁路堤及複合基礎設計的全部操作過程  

https://v.qq.com/x/page/d0368qf430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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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樁基支承加勁路堤 

 

 

圖 72: 表列樁基支承加勁路堤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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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有限元素分析 

Visual Slope 第七版中的 2-D 有限元素分析模組是基於彈性理論，其主要目的是用於協助其他設計

模組。用 2-D 有限元素分析模組，用戶不僅可以對所設計的結構進行內力和變形分析，而且可以

時周邊地盤的變形和應力分析，這有助於估計施工對周邊結構的影響，比如在基坑工程和隧道工

程中。在其他設計模組中，比如邊坡穩定分析模組，2-D 有限元素分析也提供了新的計算方法。 

除了以上提到的功能外，2-D 有限元素分析模組也可以單獨用來作為普通的有限元素程式對一些

簡單的問題進行分析。這一章節中主要講解怎樣使用 2-D 有限元素分析模組作為一個獨立的模組，

包括建模，網格建制，分階施工及建制報告等。 

單元種類和建模 

目前 Visual Slope 2-D 有限元素分析模組有三種單元：三角形實體單元可用於類比土體和岩體；梁

單元可用於類比受彎結構像是基坑支護或隧道襯砌等；軸力單元用於類比軸向受力構件如支撐和

錨杆等。Visual Slope 中的三角形單元是六節點等參單元，梁單元是三節點等參單元，軸力單元是

兩節點線性單元，在建模時可用灌漿段錨杆來代表。在加勁土案例中的加勁材料，由於加勁材料

層與層之間的垂直間矩很窄，如果每層加勁材料都作為軸力單元來類比會造成模型太擠。所以為

了考慮加勁材料的作用，Visual Slope 會自動將加勁材料的水準剛度加入到相應土體單元的水準剛

度中去。 

Visual Slope 2-D 有限元素模組的建模方法和邊坡穩定的建模方法基本相同，所以請參閱相關章節。 

在邊界條件方面，目前 Visual Slope 2-D 有限元素模組允許拘限水準位移的垂直邊界和拘限垂直位

移的水準邊界。在水準和垂直邊界的角點，垂直位移和水準位移都將被拘限。 

分析種類 

Visual Slope 2-D 有限元素模組可以進行三種分析：平面應變，平面應力和軸對稱分析。使用者可

根據具體專案應用適當的分析方法。 

平面應變 

如果在一個專案中，長度比截面尺寸大得多，並且荷載不會引起嚴重的縱向變形，所以縱向變形

可以被忽略。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垂直於縱軸線的截面可以拿來分析，例如隧道工程或長的邊

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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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應力 

如果有個物件的截面尺寸遠大於厚度，比如像一塊板，並且荷載平行於截面，可以採用平面應力

分析。 

軸對稱分析 

如果有個物體是由繞某一軸線旋轉而成，譬如一個圓桶，對於這種的物體可以用一根對稱軸，徑

向距離及轉角來確定物體每一點位置。如果荷載也是軸對稱的，物體的應力和變形就與轉角無關。

原來的三維問題就轉化為二維問題。在現實工程中的圓形基礎可以用軸對稱模型來分析。 

網格建制 

模型建立以後，在網格建制列表中選取建制怎樣的網格，其中包括基本網格，粗網格，細網格，

和及細網格。在大多數情況下應該使用基本網格。 

分階施工的例題 

為了解釋 2-D有限元素模組分階施工的計算過程，我們用圖 73所示的簡單例題來說明，這個例題

中要在地面上建一個路堤，我們要計算由於路堤引起的地表沉陷及地盤應力。我們用平面應變的

方法來分析。以下各節將詳細講述分析步驟。 

建模 

圖 73 是這個例題的模型，其中綠色的是地盤，棕色的是路堤。在建立模型之後，在 FEM 標籤下

的分階設置下拉式選單中，選擇加入此步，這一步就被保存為階段 1。 

網格生存 

從網格建製錶中，選擇基本網格來建制網格，網格如圖 74。 

地盤初始應力和變形計算 

在填土前，地盤在自重的作用下會產生應力和變形，其中的垂直變形是沉陷。這種應力和變形稱

為初始應力和初始變形。用群選擇的方法選擇路堤，並按滑鼠的右鍵，然後選擇消除土體線條功

能來解除路堤的功能並加入此模型為下一步（圖 75）。按 FEM 計算鍵來計算初始應力和變形，圖 

76 是計算結果。 

最終應力和變形計算 

在計算了初始條件之後，恢復路堤功能（見群選擇章節）為進行最終計算作準備，並如前所述加

入這個階段。最終計算必須包含初始應力但去除初始變形因為我們只需知路堤引起的沉陷。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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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這個目的，按位移歸零鍵，然後按 FEM 計算鍵。初始應力加路填引起的應力是最終應力，見

圖 77，而最終的沉陷只是路堤堆載引起的沉陷，見圖 78。 

資料獲取 

要採集某類資料，像路堤基礎沉陷，按在 FEM 選單下的資料獲取工具鍵，並沿路堤基礎畫一條線，

資料就會出現在圖 77 所示的資料獲取表中。這此資料可以被拷貝和粘貼到 spreadsheet 上。 

建立計算步驟 

每一計算步驟的計算模型可以被修改，保存和重新使用。在計算步驟的清單中有五項功能： 

加入步驟 

此功能將當前模型加至為最後一步。 

保存步驟 

此功能將保存所有對當前模型的修改。 

插入步驟 

此功能將當前模型插入到當前步驟之前。 

刪除步驟 

此功能刪除當前步驟。 

刪除所有步驟 

此功能刪除所有步驟。 

視頻演示 

請點擊本視頻觀看有限元素分析的全部操作過程。 

 

https://v.qq.com/x/page/s085364ji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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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分階施工範例 

 

圖 74: 網格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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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解除路堤 

 

圖 76: 初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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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填土引致之最終垂直應力 

 

 
圖 78: 填土引致之最終沉陷量 



96  

  

 

參考文獻 

Das, B. M. Principles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50th ed. Brooks/Cole Thomson Learning, 2002.  

Department of the Army: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Tunnels and Shafts in Rock. EM 1110-2-2901, 

1997.  

Hinton, E. and D. R. J. Owen. Finite Element Programming. Academic Press, 1977.  

Huang, Y. H. Stability Analysis of Earth Slopes.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72.  

Kempfert, H. G. “German Recommendations for Reinforced Embankments on Pile-Similar Element.” 

Bauingenieur Band 77, 2002.  

National Concrete Masonry Association. Design Manual for Segmental Retaining Walls. 2nd ed.  

1997.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Load and Resistance Factor 

Design (LRFD) for Highway Bridge Substructures. Publication No. FHWA HI-98-032, 2001.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Soil Nail Walls Reference Manual. 

Publication No. FHWA-NHI-14-007,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