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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浅层储气砂土应力路径试验研究 

孔令伟，钟方杰，郭爱国，王  勇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试验室，武汉 430071） 
 

摘  要：利用 GDS 非饱和三轴试验系统开展了杭州湾储气砂土主动压缩、被动压缩、主动伸长与被动伸长等 4 种应力路径

试验研究，以论证应力路径对非饱和砂土的变形性状与强度特性影响。结果表明，在卸荷应力路径被动压缩与被动伸长下非

饱和砂土的应力-应变曲线呈明显的应变软化性状，而加荷应力路径主动压缩与主动伸长则分别表现为轻度应变软化及显著

应变硬化变形特征；非饱和砂土的强度参数在卸荷与加荷应力路径中也存在差异，前者的有效凝聚力高于后者，而内摩擦角

则相反；但其表观凝聚力与基质吸力关系在不同应力路径下均可用乘幂函数 us a w( )ba u uτ = − 有效描述，而试验参数 a、b 值

不同，公式 n a a w( ) tan ( )bc u a u uτ σ ϕ′ ′= + − + − 可合理地用于表述非饱和砂土的强度特性。 
关  键  词：储气砂土；应力路径；表观凝聚力；抗剪强度；基质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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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stress path of shallow gassy sand of Hangzhou Bay 
 

KONG Ling-wei，ZHONG Fang-jie，GUO Ai-guo，WANG Y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nfluences of stress path on the deformation behavior and strength characteristic of unsaturated sand, 
the four kinds of stress path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nventional triaxial compression (CTC), reduced triaxial compression (RTC), 
conventional triaxial extension (CTE) and reduced triaxial extension (RTE) on shallow gassy sand from the Hangzhou Bay is carried 
out by GDS unsaturated triaxial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ess-strain relationship of unsaturated sand in unloading stress 
paths of RTC and RTE appears strain softening, and the light strain softening and significant strain hardening deformation behaviors 
for loading stress paths of CTC and CTE relatively. The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of unsaturated sand are also differ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unloading and loading stress paths, the effective cohesion value of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and the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is the opposit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pparent cohesion and the matric suction in various stress paths 
of unsaturated sand are effectively described by the power function us a w( )ba u uτ = − , and the test parameters of a and b are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shear strength formula n a a w( ) tan ( )bc u a u uτ σ ϕ′ ′= + − + −  can be used to express the strength characteristic of 
unsaturated sand reasonably. 
Key words: shallow gassy sand; stress path; apparent cohesion; shear strength; matric suction 
 

1  引  言 

浅层生物气是指沉积物中有机质在还原环境下

经厌氧微生物作用形成的富甲烷气体，作为我国浅

层天然气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未成熟至成熟

阶段形成的热解气在化学成分上，尤其是在碳同位

素成分上有明显的差异，主要化学成分以甲烷为主，

而碳同位素轻， 13δ C1值一般为-80 %～-60 %，主

要分布地区为江浙沿海、长江三角洲、柴达木盆地、

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与南方滇黔粤桂地区的中小

型盆地等。其中，杭州湾地区在第四纪的几次海侵、

海退中，交替沉积了数套富含有机质的淤泥层和砂

层，淤泥层产生生物气经过运移、富集，储集在附

近有封闭条件的砂层镜体或砂层顶部，形成许多超

浅层气藏，这些气藏埋深浅（一般小于60 m），压

力较低，属常压气藏，分散且储量小，具有含气面

积较大、气层薄的特点[1]。 
近年来，随着工程建设规模与范围的延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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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气释放引起工程灾害时有报道，如在上海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曾因沼气释放引起隧道、基

坑与沉井施工的恶性事故发生，造成重大的经济损

失。唐益群等[2]为此开展了含浅层沼气非饱和土的

变形规律与工程危害机制试验研究，并提出采取诸

如在施工前预先放气的防治灾害措施。现已竣工通

车的杭州湾大桥亦曾在工程地质勘探过程中，多次

出现强烈井喷而使勘探作业受阻，笔者曾分析探讨

了浅层气井喷对地层的损伤影响机制与桩基工程危

害模式以及相应的有效灾害防治技术[3]，以非饱和

土力学与非饱和砂土模型桩试验为依据，提出通过

残余含水率对应的吸力来估算气藏压力简便方法，

发现含浅层气砂土的表观凝聚力与吸力呈良好的乘

幂函数关系，建立非饱和土抗剪强度新公式，指出

其桩基承载力随浅层气的缓慢释放而增大[4]。此外，

还探讨了含浅层气砂土孔压静力触探响应与识别方

法[5]。然而，在含浅层气地区的岩土工程建设多以

成孔与开挖卸荷为特征，对这些应力路径的力学效

应有待深入探讨。 
针对含浅层气砂土的非饱和应力路径试验研究

在国内外尚未见到报道。一些学者曾对含气海相沉

积土的气体赋存状态及其对变形强度特性影响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试验和理论研究，分析了含气滨海土

的声学特性与含气软土的固结特性，并开始正视含

气松散砂的性状与循环荷载响应[6－11]，但并未考虑

应力路径的影响与岩土工程实践的密切结合。水利

设施浅层气逸出造成地基失稳、建筑物沉陷以及诱

发管涌、流土的工程灾害[12－14]，浅层气开发利用中

地面沉降与地层塌陷等问题[15－16]，其历经的应力路

径均不同，开展应力路径影响下含储气砂土的工程

性状试验研究无疑十分必要。 
本文以杭州湾浅层储气砂土为研究对象，用

GDS非饱和三轴应力路经系统开展不同应力路径的

三轴试验，探讨非饱和砂土在各种应力条件下的力

学性状，分析其抗剪强度的应力路径相关性。 

2  试验土样与试验方案 

2.1  试验土样 
试样来自杭州湾大桥勘探现场埋深 50 m 储气

层的扰动细砂，为反映砂样整体性质，试验前将砂

样混合拌匀，颗分试验结果见表 1。不难看出，该

细砂含有少量黏粒，不均匀系数 Cu =10，曲率系数

Cc =1.6，级配良好，符合杭州湾地区生气层与储气

层地层结构特征，具有较好代表性。 
按照勘察报告统计干密度为 1.63 g/cm3的制备

试样，用 GDS 非饱和试验系统量测不同围压下砂

土的持水特性，试验结果如图 1 和表 2 所示。从图

1 和表 2 中可看出，储气细砂的持水特征曲线形态

在不同应力水平下相似，不同围压状态下砂土内孔

隙结构变化呈近似线性协调变化，但随着应力水平

的增大，持水特征曲线下移，其进气值略有增大，

而残余含水率及对应吸力值则有所减小，其机制是

应力水平增大，固结导致孔隙比减小，砂土持水能

力减弱。可见，土-水特征曲线对于砂土依然随应力

水平不同而发生变化，并非呈单一曲线。 
 

表 1  细砂颗粒大小分布 
Table 1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of fine sand 

颗粒组成百分数 /% 相对 
密度 >0.5 mm 0.5~0.074 mm <0.074 mm <0.01 mm <0.005 mm

2.68 2.0 78.7 19.3 7.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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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细砂不同净围压下持水特征曲线 

Fig.1  SWCC of fine sand under various net  
confining pressure 

 
表 2  细砂持水特征曲线特征值 

Table 2  Characteristic values for SWCC of fine sand  
净围压

/kPa 
进气值

/kPa 
进气值对应含水率 

/% 
残余含水率 

/% 
残余含水率对

应吸力/kPa 

0 3.0 23.0 9.7 20.0 
100 4.0 22.0 8.4 19.3 
200 5.5 19.8 7.6 17.2 
300 5.9 18.1 6.4 15.6 

 
2.2  试验方案 

在实际工程中，如果浅层气逸出或抽放是在未

扰动土层条件下进行或钻孔液柱压力大于浅层气压

力而抑制井喷发生，或者开挖卸荷引起储气砂层湿

化等，均可用非饱和土力学试验方法认识含气砂土

的工程性状。为论证浅层气对砂土抗剪强度的影响，

在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上[4]，开展不同吸力与净应力

条件下非饱和应力路径三轴试验，以期论证储气砂

土变形与抗剪强度的应力路径响应性状。 
在制定试验方案时，为便于与工程常见的饱和

土应力路径相统一，特设置了 4 种典型应力路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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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所示。 
 

表 3  非饱和砂土应力路径试验方案 
Table 3  Test schemes of stress path for unsaturated sand 

试验类型 应力路径 
主动压缩 σ 1 增大，σ 3 不变，应变速率为 0.015 mm/min
被动压缩 σ 1 不变，σ 3 减小，应力速率为 0.1 kPa/min 
主动伸长 σ 1 不变，σ 3 增大，应力速率为 0.1 kPa/min 
被动伸长 σ 1 减小，σ 3 不变，应力速率为 0.1 kPa/min 

  注：以上方案净围压分别取 100、200、300 kPa，基质吸力分别为 0、
5、50、200 kPa。  

 
2.3  试验方法 

采用直径为 50 mm、高为 100 mm 的试样，为

加快试验进程，试样初始基质吸力以量测的土-水特

征曲线为参照，初步确定特定基质吸力对应的含水

率，以此含水率制备试样，然后在剪切试验之前在

GDS 非饱和三轴应力路经系统中控制吸力固结，各

种应力路径分别在不同的净围压与基质吸力等压固

结后按预定应力路径进行剪切。 
值得说明的是，实现被动伸长应力路径需在剪

切过程中轴向压力减小到比围压更小，在常规三轴

试验系统中难以实施，而在 GDS 三轴试验系统中，

因有试样帽拉伸装置，使得试验顺利进行。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非饱和砂土三轴剪切应力应变特性 
图 2 为主动压缩、被动压缩、主动伸长与被动

伸长等 4 种应力路径的非饱和砂土典型应力-应变

关系曲线。可以看出，在被动压缩与被动伸长应力

路径下，非饱和砂土的应力-应变曲线均呈现明显应

变软化特征，即在 3σ 或 1σ 减小卸荷下，其应力-应
变曲线均存在明显的峰值强度，且随初始净围压或

吸力的增大，其应力-应变曲线向上移动，强度峰值

也逐渐增大，符合非饱和土强度特征的一般性状。 
另一方面，从图 2 也可以看出主动压缩应力路

径的非饱和砂土的应力-应变关系，只有吸力与净围

压达到较高水平时才出现较明显的应变软化特征，

反之仅表现微弱的应变软化现象，即在 1σ 增大加荷

工况下，其应力-应变曲线总体上表现出轻度应变软

化性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饱和砂土在主

动伸长应力路径下，无论净围压与吸力达到何种应

力水平，其应力-应变曲线均呈应变硬化特征，尤其

在初始净围压应力水平较高时，呈现出类似弹塑性

硬化体特征，即在 3σ 增大加荷工况下，其应力-应
变曲线表现出明显的应变硬化特征。 

 

   
(a) 主动压缩                                                        (b) 被动压缩 

   
(c) 主动伸长                                                      (d) 被动伸长 

图 2  典型非饱和砂土不同应力路径下的偏应力-轴向应变曲线 
Fig.2  Deviator stress and axial strain typical curves of unsaturated sand in various stress paths 

 

上述非饱和砂土的应力-应变曲线特征，充分展

现出其变形性状的应力路径依赖性及显著影响。为

分析应力路径影响效应的内在机制，在剪切试验过

程中，用 GDS 系统自动记录压力室的水体积变化

（精度为 1 mm3）反映土样体变，量测的典型体应

变-轴向应变关系曲线见图 3。可见，在主动压缩、

主动伸长与被动伸长路径条件下，非饱和砂土均表

现出剪缩，且随初始净围压增大而增大，但体缩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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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所不同，被动伸长体缩 大，主动伸长次之，

主动压缩 小。其中，主动伸长与被动伸长在剪切

过程中，体缩随轴向应变增大而增大，且主动压缩

的体缩在轴向应变达到 6 %～8 %后趋于稳定，但被

动压缩的体变随轴向应变变化关系则不同，表现出

在剪切过程中先收缩后膨胀性状，即先剪缩、后剪

胀特征，但在初始净围压较小时均呈现剪缩性。 
事实上，土体在不同工况下表现出来的变形性

状与其压硬性及剪胀性密切相关。沈珠江院士从土

体应变软化机制出发，把应变软化区分为减压软化、

剪胀软化与损伤软化 3 类[17]。被动压缩与被动伸长

应力路径本质上分别为剪切过程中 3σ 与 1σ 减小这

种卸荷工况，被动压缩还因剪胀引起砂土咬合力丧

失，可以认为，其应变软化是减压与剪胀综合作用

的结果，被动伸长虽剪缩剧烈，但减压效应发挥主

导作用，这在图 2(d)中不同净围压下的应力-应变曲

线明显差异性得到充分体现，其应变软化内在机制

由减压所诱导。主动压缩这种 1σ 增大的加荷工况，

总体仅呈轻度应变软化性状。一方面，取决于虽剪

切过程中表现为剪缩，但达到一定轴向应变后体缩

并不增大且稳定体变也不大；另一方面，则是剪切

达到较大变形后形成剪切带，砂颗粒沿剪切带逐渐

定向引起强度降低，可以认为是一种损伤软化形式。

至于主动伸长应力路径，其剪缩性随应变增大而增

大，是一种典型 3σ 增大加荷模式，在该种应力路径

下的明显应变硬化特征主要是由土的压硬性所决

定，图 2(c)中初始净围压应力水平较高下的变形曲

线呈现出类似弹塑性硬化体特征就是 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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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净围压为 100 kPa，吸力为 50 kPa         (b) 净围压为 200 kPa，吸力为 50 kPa         (c) 净围压为 300 kPa，吸力为 50 kPa 

图 3  非饱和砂土不同应力路径下轴向应变-体变曲线 
Fig.3  Volumetric strain-axial strain curves of unsaturated sand in various stress paths 

 

3.2  应力路径影响下非饱和砂土的强度特性 
众所周知，非饱和土的吸附强度与吸力并非呈

现线性变化关系，国内外不断在寻求修订完善其抗

剪强度公式，但能有效适应各类土类与吸力范围的

通用表述方法还不成熟[18]，且迄今鲜见文献论证现

有非饱和土强度公式是否能描述不同应力路径下的

强度特性。笔者曾在文献[4]中认为，非饱和土的吸

附强度与吸力关系无需一定追求线性化的表达式，

含浅层气砂土的吸附强度 usτ 随基质吸力的变化规

律用乘幂函数 b
us a w( )a u uτ = − 表述；陈伟[18]在笔者

的指导下，针对荆门原状弱膨胀土，较为系统地开

展了相应的非饱和强度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

这种简单的幂函数经验曲线拟合模式也适合于膨胀

土的吸附强度随吸力变化的规律，其中参数 a = 
2.582 5，b = 0.594 4，与文献[4]中的结果对比（对

于粉砂，a =0.758 5，b =0.880 8；对于细砂，a =1.009 
8，b = 0.749 4），膨胀土 a 值较大，b 较小。 

根据各种应力路径非饱和砂土三轴试验结果

（见图 2），按其曲线类型，应变软化型曲线取剪切

强度峰值为破坏时的主应力差，应变硬化型曲线以

轴向应变达到 15 %的偏应力为破坏标准，按照双变

量理论与常规求取非饱和土强度参数方法获得不同

应力路径下的强度指标(见表 4)，其中 T usc c τ′= + ，Tc
为总凝聚力， usτ 为吸附强度亦即表观凝聚力。可见，

吸力摩擦角 bϕ 随吸力增大而降低(见图 4)， bϕ 与吸

力相关。从表 4 可看出，卸荷与加荷应力路径的凝

聚力与内摩擦角存在差异，前者(被动压缩与被动伸

长）的凝聚力高于后者(主动压缩与主动伸长)，而

摩擦角则相反，这些都说明非饱和砂土的强度特性

具有显著的应力路径依赖性。 
按照表 4 中应力路径影响下砂土不同基质吸力

时的表观凝聚力数据，仍采用提出的乘幂函数
b

us a w( )a u uτ = − 分析其相互关系，结果如图 5 和表 5
所示，从回归分析的效果看，不同应力路径砂土的

表观凝聚力 usτ 与吸力 s 关系均可用乘幂函数很好

描述，具有普适性。可见，不同应力路径非饱和砂

土的抗剪强度可用如下通用公式表述： 

n a a w( )tan ( )bc u a u uτ σ ϕ′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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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非饱和砂土各种应力路径的强度指标 

Table 4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of unsaturated sand in various stress paths 
基质吸力为 5 kPa 基质吸力为 50 kPa 基质吸力为 200 kPa 

应力路径 
有效凝聚力 

/kPa 
内摩擦角

/(°) cT /kPa τus /kPa ϕ b /(°) cT /kPa τus /kPa ϕ b /(°) cT /kPa τus /kPa ϕ b /(°)
主动压缩 3.0 35.0 6.3 3.3 33.4 30.7 27.7 30.0 83.8 80.8 22.0 
被动压缩 8.0 32.0 10.9 2.9 30.1 30.3 22.3 24.0 80.8 72.8 20.0 
主动伸长 2.0 36.0 5.2 3.2 32.6 24.3 22.3 24.0 59.3 57.3 16.0 
被动伸长 7.0 34.0 9.6 2.6 27.5 28.2 21.2 23.0 60.6 53.6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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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应力路径下非饱和砂土吸力摩擦角与吸力关系 

Fig.4  Suction friction ang1e versus suction relations of 
unsaturated sand in various stress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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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 5  不同应力路径非饱和砂土表观凝聚力与基质吸力关系 
Fig.5  Apparent cohesion versus suction relations of 

unsaturated sand in various stress paths 

 
表 5  非饱和砂土各种应力路径下的表观凝聚力与吸力关系 
Table 5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of unsaturated sand in 

various stress paths 
应力路径 a b R2 

主动压缩 0.836 6 0.872 7 0.997 9 
被动压缩 0.714 2 0.874 9 0.999 9 
主动伸长 0.931 4 0.788 3 0.997 0 
被动伸长 0.720 3 0.829 5 0.994 0 

4  结  论 

（1）应力路径对非饱和砂土的应力-应变曲线

类型有显著影响，在卸荷应力路径下呈现明显应变

软化性状，主动压缩与主动伸长则分别表现为轻度

应变软化及显著应变硬化变形特征，这是由不同应

力路径非饱和砂土的体应变与压硬性响应不同所

致。 
（2）非饱和砂土的抗剪强度参数与应力路径 

密切相关联，卸荷与加荷应力路径的凝聚力、内摩

擦角存在差异，前者的有效凝聚力高于后者，而摩

擦角与吸力摩擦角则低于后者。 
（3）不同应力路径下非饱和砂土的表观凝聚 

力与基质吸力关系均可用乘幂函数有效描述，具有

普适性，但参数 a、b 值不同，非饱和砂土的抗剪强

度采用式（1）表述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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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中地下水危害防治（交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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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两篇，第 1 篇简述了地下水的基本知识及其工程危害，第 2 篇叙述了岩土工程中地下水危害的防治。本书重点介

绍各种封阻法的设计、施工；自渗井和辐射井，降水管的设计、施工，以及为减少和避免降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采取回灌

井回灌的降灌结合法来保护环境和地下水资源。读者对象：岩土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工程师及相关管理人员、注册岩土工

程师。 

（摘自 新华书目报·科技新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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