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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 ＬＷＥＡＰ
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打桩过程模拟软件，它可以很容易的估算动应力、承载力、
锤击数及打桩时间。
Ｇ ＲＬＷＥ ＡＰ２００５
版和以往版本相比用户界面更友 好，计
算更精确，运算速度更快。它还具有新功能，如可对包含有超
过６５０个打桩锤模型和大量打桩系统数据的打桩数据库进行不
断的更新。

背景
Ｇ ＲＬＷＥ ＡＰ
是指ＧＲ Ｌ 打桩波动方程分析程序，它可以模拟
冲击或振动打桩机在打入过程中桩的运动及受力状况。经过
多年的努力，Ｇ ＲＬＷＥＡＰ
已从ＤＯＳ 版本发展成具有强大功能
基于ＷＩ ＮＤＯＷＳ
操作平台软件。目前，ＧＲ ＬＷＥＡＰ
已成为世
界上打桩分析领域的主导及首选软件。

ＧＲＬＷＥＡＰ

主要特征：

１ ．对于 给定 的桩 锤系 统，ＧＲ Ｌ ＷＥＡＰ

可

依 据实 测的 锤击 数计 算打 桩阻 力、桩身
动 应力 变化 及预 估承 载力 。
冲击打入桩

２ ． ＧＲＬ ＷＥ ＡＰ 可 用贯 入度 替代 锤击 数进
行 振动 打入 桩分 析。
３ ．对于 已知 的打 桩过 程、 土质 情况 及承
载 力要 求， ＧＲＬ ＷＥ ＡＰ 可 以帮 助选 择合
适 的打 桩锤 和打 桩系 统。
４ ． ＧＲＬ ＷＥ ＡＰ 可 打性 分析 可确 定打 桩过
程 中桩 身应 力是 否超 限或 拒锤 （不能打

振动打入桩

入 预期 的深 度） 。
５ ． ＧＲＬ ＷＥ ＡＰ 可 估计 总打 入时 间。

ＧＲＬＷＥＡＰ ２００５

新特点：

◆ 扩充 的打 桩锤 数据 文件
◆ 打桩 锤数 据文 件可 连续 更新并 可与 Ｉｎｔ ｅｒｎｅｔ相连
◆ 扩充 的打 桩系 统数 据文 件
◆ 打桩 系统 数据 与打 桩锤 数据相 连
◆ 使用 简化 的输 入方 式进 行两个 不同 土层 的静 力分 析

Ｇ ＲＬＷＥ ＡＰ

屏幕

GR LW EAP输 出图 形
承载力图描绘了承载力、打桩
应力及冲程与锤 击数之间的关
系。它可 以对给定的锤击 数估算
承载力， 也可以对给定的 承载力
计算需要 的锤击数。同时 可以对
指定的锤－桩－土系 统估算最大承
载力。
承载力图
可打性分析图为承载力、锤击数、动应力极值与深度的关系曲
线，它允许考虑接桩、锤效改变、垫层损坏及打桩中断过程中土
阻力的硬化和软化等情况，同时还可根据计算和实测锤击数估算
打桩时间。
检查员图为在给定承载力条件下的不同冲程（或锤击能量）
与锤击数关系曲线，一般用于确定柴油锤和外燃液压锤打桩机的不同能量与所需锤击数的关系。
变量－时间图显示随时间变化的各变量计算结果与实测值之间的比较关系，或图解应力波在桩身中的传播状况。

数值 处理
◆Ｓ ｍｉｔｈ 类型 集总 质量 打桩机 ，具有Ｎ ｅ ｗｍ ａｒｋ 预测－ 修正 类型分 析的桩模 型
◆反 映实 际情况的包 括接 桩、 裂隙 、垫 层及 其它材料界 面等 的非 线性 应力 －应 变分 析
◆基 本Ｓ ｍｉｔ ｈ 土模 型及 其扩展 模型
◆桩 侧或 桩端阻力承 载力 分析 图
◆柴 油锤 打桩机热动 力分 析
◆柴 油锤 打桩机冲程 的迭 代计 算
◆残 余应 力（多锤） 分析
◆复 合桩 体多材料分 析
◆芯 棒式 打入桩的双 桩分 析
◆基 于土 类型或标贯 击数Ｎ 值 的静力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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