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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等含水率试验结果的非饱和原状黄土本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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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国内通常进行的非饱和原状黄土等含水率试验规律,在Barcelona模型基础上,建立了

考虑非饱和原状黄土结构性和水敏性两个主要特性的本构模型,并检验了等含水率等向压缩试验

和三轴压缩试验中该模型的力学响应。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反映等向压缩试验中不同含水率试样在

结构屈服应力之前压缩线趋向重合,屈服应力之后压缩线相互趋近的特性;中等含水率试样三轴压

缩试验中初始弹性模量随着围压先减少后增大的特性,e-lgp空间路径在低围压情况呈现明显转折

的现象。模型共11个参数,均能从国内常用的等含水率试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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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theconstantwatercontenttestresultsontheunsaturatednaturalloess
carriedoutinChina,themacroconstitutivemodelforunsaturatednaturalloess,whichcanreflect
thestructureandwatersensitivityofintactloess,isestablishedbasedontheBarcelonamodeland
themechanicalresponseofmodelintheisotropiccompressiontestwithtriaxialsheartestverified
bycomparingwiththelawoflaboratorytestresults.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modelcanre-
flectthecharacterthattheconsolidationlinesofdifferentwatercontentsinisotropictestsarelike
eachotherbeforetheyieldstressandthecompressionlinestendtocoincideafteryieldstress.
Themodelcanalsoreflectthattheelasticmodulusdecreasesfirstandthenincreaseswiththein-
creaseofconfiningpressureandthepathinthee-lgpspacetendtoturnobviouslyatalowconfi-
ningpressureforthemiddlewatercontentsamplesincompressiontriaxialtests.Themodelhas
11parameters,allofwhichcanbeobtainedbyconstantwatercontenttests.
Keywords:naturalloess;constitutivemodel;structure;watersensitivity

  黄土为我国西北地区的主要土体类型,具有明

显的结构性和湿陷性。我国目前正在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有大量基础设施需要建造,准确地建立黄土

在荷载和水作用下变形的本构模型,可为基础设施

建造和安全运营提供技术支撑。

黄土通常为非饱和状态,经典的岩土本构模型

如修正剑桥模型、邓肯 张模型仅适用于饱和土。考

虑到非饱和土中基质吸力的作用,基于修正剑桥模

型,Alonso建立了Barcelona非饱和土本构模型,但
应用该模型所得非饱和土的等向压缩曲线不随压力

804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Journalof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2017)Vol.33No.4 



p增加,而趋于饱和重塑土的压缩线,这与原状黄土

有很大不同[2-3]。针对黄土特殊的结构性,研究人员

分别从不同角度建立其本构模型,可以分为基于逐

渐破损理论的本构模型,扰动状态模型,微观力学模

型,结构性参数模型,边界面模型和修正的弹塑性模

型。其中Futai和 Almeida[4]基于等吸力三轴试验

结果,在Barcelona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修正弹塑性

模型,该模型能较好考虑非饱和黄土等向压缩过程

中随压力p 的增加逐渐趋于重塑饱和黄土压缩线

的性质。但该模型是以基质吸力为状态变量建立

的,需要进行较为复杂的等吸力三轴试验。而通常

国内研究人员进行操作简单的原状黄土等含水率一

维压缩试验和三轴压缩试验。基于这些试验结果建

立以含水率为变量的本构模型,以方便用于工程中,
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研究基于等含水率试验

结果规律,在Barcelona模型基础上建立非饱和原

状黄土的本构模型。

1 非饱和原状黄土本构模型的框架

1.1 非饱和原状黄土本构模型的构建思路

室内原状黄土等含水率试验结果表明,原状黄

土具有初始屈服面且初始屈服面随含水率减少在

p-q面上向外扩展,一维压缩试验所得屈服后的压

缩线在e-lgp 空间中的斜率随含水率减少而增加,
三轴试验所得凝聚力随含水率减少而增加。本文针

对这些特性,采用合理的数学函数来描述,建立能反

映这些特性的弹塑性本构模型。
模型包括三部分:屈服函数(初始屈服面和破坏

准则),流动法则,硬化规律。屈服函数用于判断是

否进入塑性或破坏状态及加卸载;流动法则用于确

定塑性方向即各塑性应变分量所占的比例;硬化规

律用于计算一个给定的应力增量引起的塑性应变大

小。在屈服函数方面,本文根据室内试验规律建立

了不同含水率下非饱和原状黄土的初始屈服函数和

破坏准则(即强度准则);在流动法则和硬化规律方

面,采用类似于Barcelona模型的流动法则和硬化

规律。

1.2 非饱和原状黄土本构模型的基本框架

1.2.1 屈服特性的数学描述

对于非饱和原状黄土而言,其初始屈服面形状

近似于偏转的椭圆[3,5],这与饱和结构性土类似[6]。
为简便起见,本文仍采用修正剑桥模型(或Barcelo-
na模型)的非偏转椭圆作为初始屈服面和后续屈服

面形状。屈服面函数形式为:

f=(p+pr0)1+ q2
M2(p+pr0)

æ

è
ç

ö

ø
÷

2 -(ph+pr0)=0

(1)
式中:p=(σ1+2σ3)/3,q=σ1-σ3,pr0为强度包线与

p轴交点对应p 值的绝对值,其等于c/tanφ;ph 为

p-q空间屈服面与p 轴的交点。
一维压缩试验中,黄土的结构屈服应力py 随饱

和度或含水率的变化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py/pa=A×10- B
1-w/ws +C (2)

式中:A,B,C为拟合参数,ws 为饱和含水率,pa 为

大气压。
对已有的四个试验结果用式(2)拟合,相关系数

均达到0.99以上[5,7]。文献[8]给出了非饱和原状

黄土不同吸力下等向压缩试验中的结构屈服应力,
如果认为结构屈服之前非饱和黄土体积变化很小,
也即含水率变化很小的话,则根据初始的土水特征

曲线获得不同吸力对应的含水率,其与结构屈服应

力的关系仍可用式(2)很好地拟合。
根据式(2)确定的等向压缩下初始屈服应力,可

由式(1)确定其他应力路径下的初始屈服应力。

1.2.2 变形特性的数学描述

在原状黄土初始屈服之前,土体为弹性状态,变
形仅由弹性变形构成,需要应用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计算该变形。依据修正剑桥模型,弹性模量E 的计

算公式为:

E=3
(1-2v)(1+e0)

κ p (3)

式中:v为泊松比,e0 为原状黄土的初始孔隙比,p
为对应的平均应力,κ为回弹指数。

式(3)适用于饱和的正常固结重塑土,在变形过

程中存在弹塑性变形,孔隙比变化较大,弹性模量随

着孔隙比的减少或p值的增加而增大,而对于非饱

和原状黄土,结构屈服之前孔隙比变化很小,因此建

议采用下式表示:

E=3
(1-2v)(1+e0)

κ py (4)

  式(4)表示结构屈服之前处于弹性状态,弹性模

量保持不变,其值为该含水率土样等向固结试验中

结构屈服时所对应的弹性模量。泊松比可根据一维

压缩试验在结构屈服之前测得的静止土压力系数反

算得到,这里假定其不随含水率变化。
在原状黄土进入初始屈服之后,变形由弹性变

形和塑性变形组成。对于弹性变形,弹性模量由式

(3)确定。根据不同含水率原状黄土试样相同固结

压力下的体积模量差距不大[9],即κ基本不随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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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变化;相同含水率试样等向压缩试验卸载过程e-
lgp或εp

v-lgp 空间曲线斜率基本不变[9],即κ基本

不随固结压力变化,本文假定κ不随含水率和固结

压力变化,为恒值。对于塑性变形,根据流动法则和

硬化规律获得。流动法则采用相关联流动法则,即
采用的塑性势函数与屈服函数(1)相同;硬化规律采

用类似于Barcelona模型的硬化规律,硬化参数为

ph。根据加载过程中应力所处的屈服面,由式(1)
获得ph,由式(5)得到塑性体积应变dεp

v,根据应力

点所处屈服面外法线即流动法则(式(6))计算塑性

偏应变dεp
d。

dεp
v = λ-κ
1+e0

dph
ph+pr0

(5)

dεp
d = 2q(p+pr0)

M2(p+pr0)2-q2
dεp
v (6)

式中,λ为压缩指数,M 为p-q空间强度线的斜率。
确定塑性变形需要等向压缩试验中的压缩指数

λ和回弹指数κ,回弹指数κ的确定已如上所述,关
于压缩指数λ,由于没有搜集到系统的不同含水率

原状黄土等向压缩试验资料,通过拟合一维压缩试

验中不同含水率试样[10]的压缩指数Cc,得到其随含

水率的变化规律如式(7)所示,假定等向固结试验中

的压缩指数λ随含水率的变化规律与一维压缩试验

中的Cc 随含水率的变化规律相同,即可用式(7)的
函数形式表示:

λ=Dw-E (7)
式中:D,E 为拟合参数。

1.2.3 强度特性的数学描述

原状黄土室内试验结果表明随着含水率的减

少,凝聚力c值逐渐增加。内摩擦角φ 值有减少

的[11]、也有增加的[12]、还有先增加后减少的[12],总
体上不同含水率试样强度线基本平行,强度的差异

主要由凝聚力产生,因此可认为φ 值不变。对于c
值与含水率的关系,本文采用如下函数形式[11]来

描述:

c=Fe-Gw (8)
式中:F、G 为拟合参数,w 为含水率。

1.2.4 模型参数总结

该模型共11个参数,这些参数均可从常规试验

测定获得。由物理特性试验获得初始孔隙比e0;根
据一维压缩试验中结构屈服之前的静止土压力系数

获得泊松比v;由非饱和原状黄土等含水率等向压

缩试验,获得结构屈服应力py 中的A、B、C参数,压
缩指数λ中的D、E 参数和回弹指数κ;由非饱和原

状黄土的等含水率常规三轴剪切试验,获得强度指

标c中的F、G 参数和φ。

2 模型合理性的验证

由于未找到测试该模型全部11个参数的非饱

和原状黄土试验资料,为验证模型的合理性,这里以

文献[5]中的试验资料为基础,假定部分参数,获得

模型响应,从定性和定量上与试验结果进行比较,以
验证该模型模拟非饱和原状黄土主要宏观力学特性

的可靠性。模型参数见表1。
表1 模型参数

Tab.1 Theparametersofmodel

e0 1.08

py

A 147.6
B 1.35
C 0.52

λ
D 0.0845
E 0.398

κ 0.018

c
F 121.5
G 7.21

φ 25.5°
v 0.333

等向压缩试验中,不同含水率原状黄土压缩曲

线的模型结果见图1,非饱和原状黄土(w=15%)不
同固结压力下的室内试验结果也绘于图中,可见模

型能较好模拟该含水率下的压缩曲线。从模型结果

来看,不同含水率试样在结构屈服应力之前压缩线

接近重合,屈服应力之后压缩线相互趋近,屈服后的

压缩线斜率随含水率减少而增加,这与已有一维压

缩试验结果和等向压缩试验结果规律一致[8-10]。

图1 等向压缩试验模型响应与室内试验的对比

Fig.1 Thecomparisonbetweenthemodelresultand
laboratoryresultinisotropiccompressiontest

 

常规三轴应力路径中,w=15%非饱和原状黄

土应力应变关系的室内试验结果和模型结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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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结果可见,模型能够模拟中等含水率原状黄土

低围压弹性模量较高,中等围压模量降低,高围压模

量上升的现象,其他室内试验结果也呈现类似的现

象[13-14]。针对本文模型,模拟出该现象是由于在低

围压下,初始剪切过程土体为弹性,模量为弹性模量

控制;在较高围压下,土体初始剪切过程中便进入了

弹塑性,模量等于弹性模量减去塑性模量,虽然高围

压弹性模量比低围压弹性模量高,但总体模量比低

围压下模量小;在更高的围压下,随着土体的压密,
其弹性模量增大较大,综合起来,其模量大于低围压

下的模量,从而呈现出模量的再次上升。

图2 常规三轴试验应变关系模型结果和试验结果对比

Fig.2 Thecomparisonofstress-strainrelationbetween
  themodelresultandlaboratoryresultin

conventionaltriaxialtest
 

常规三轴应力路径中,w=15%非饱和原状黄

土体变 轴向应变关系的室内试验结果和模型结果

见图3,可见模型能够模拟低围压下体变很大,而中

高围压下体变很接近的现象。

图3 常规三轴试验体变变化模型与室内试验结果对比

Fig.3 Thecomparisonofvolumetricchangebetween
  themodelresultandlaboratoryresultin

conventionaltriaxialtest
 

常规三轴应力路径中,w=15%非饱和原状黄

土e-lgp空间路径的室内试验结果和模型结果见图

4,可见模型与室内试验结果在相同应力路径下,p

值相同时具有相近的孔隙比;模型能够模拟低围压

下,中等含水率试样e-lgp 空间呈现明显转折的

现象。

图4 常规三轴试验中模型结果与室内试验结果在e-lgp
空间路径上的对比

Fig.4 Thecomparisonofresponseine-lgpspace
   betweenthemodelresultandlaboratory

  resultinconventionaltriaxialtest
 

另外,低含水率非饱和原状黄土在低围压下呈

现软化剪胀现象,本文模型结果也能表现出该特性,
这源于模型设置了初始屈服面,在常规三轴应力路

径下的初始屈服偏应力大于破坏时的偏应力,导致

出现软化和剪胀现象。

3 结 论

本文以含水率为状态变量,建立了非饱和原状

黄土的本构模型,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模型共11个参数,可以从物理特性试验,可
测侧向应力的一维压缩试验,一组不同含水率下非

饱和原状黄土的等含水率等向压缩试验和常规三轴

剪切试验获得。这些试验为常规试验,参数容易

测定。

2)模型能反映压缩试验中不同含水率试样在

结构屈服应力之前的压缩线接近重合,屈服应力之

后压缩线相互趋近,屈服后的压缩线斜率随含水率

减少而增加的规律。

3)模型能反映中等含水率试样在三轴剪切试

验中初始阶段模量随围压先减少后增大的现象,e-
lgp空间路径在低围压情况呈现明显转折的现象。

由于高饱和度非饱和黄土在等含水率下受荷可

能会变成饱和状态,其力学特性与非饱和土不同,因
此本文模型仅适用于中低饱和度情况。考虑到基质

吸力引起的应力与外荷载引起的应力可以较好的等

效,建立以基质吸力为状态变量的本构模型需要进

一步发展。对低含水率原状黄土在中低围压下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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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胀,本文模型也能表现出该特性,但该情况下土样

明显存在剪切带,即存在应变局部化,不能再认为是

一个单元体,如何描述该情况下的力学响应需要进

一步的考虑。另外非饱和原状黄土屈服过程中,实
际上由初始屈服面在p-q空间呈偏转椭圆向关于p
轴对称的正椭圆发展,引入可以描述这一特性的函

数是需要进一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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