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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荷载作用下泥炭质土动力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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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实践中，泥炭质土由于富含有机质，具有高含水量、低密度、超高压缩性以及低强度的异常力学特性，
往往被视为问题土。针对昆明地区交通荷载作用下泥炭质土的动力响应特征，选取滇池草海附近典型泥炭质土，
开展考虑围压水平、动应力幅值以及静偏应力影响的不排水循环三轴试验，研究该土的长期累积变形特性。研究
表明：研究土样具有典型泥炭质土特征，表现为含水量 181.5%～259.3%，密度 1.10～1.22 g/cm3、有机质含量
29.9%～53.0%，有机物质分解度较高；动应力幅值和静偏应力对昆明泥炭质土的长期动力特性影响显著，大动应
力幅值和静偏应力加剧累积变形和孔压的发展，同时，当动应力水平小而静偏应力大时，累积塑性变形的发展速
度反而大；虽然初始围压对累积变形影响较小，但对残余孔压的影响显著。此外，基于双对数坐标下累积应变速
率与循环周次关系以及前人研究方法，建立了泥炭质土累积塑性应变与动荷载循环周次间的经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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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accumulative behaviour of peaty soil under cyclic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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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aty soils are generally viewed as“problematic”soils for their high organic matter content，high water
contents，low bulk density，high compressibility and low strength characteristics. The long-term accumulative
behaviour of peaty soils subjected to traffic loads was studied through a series of cyclic triaxial compression tests
on the samples retrieved from the site nearby Caohai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Lake Dian. The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confining stress level，the amplitude of dynamic stress and the static deviatoric stres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is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the tested samples were typical peaty soil，which had the initial water contents of
181.5%–259.3%，the initial densities of 1.10–1.22 g/cm3，the organic contents of 34.7%–44.2%. The organic
matters were highly decomposed. Both the amplitude of dynamic stress and static deviatoric stress had the 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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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s of permanent axial strain and pore water pressure. The larger amplitude of
dynamic stress or the static deviatoric stress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ermanent axial strain and pore
water pressure. The development of permanent axial strain was faster when a lower dynamic stress and a larger
static deviatoric stress were applied，in contrast to the case that a larger dynamic stress and a lower static stress
were applied. The initial confining stress level appeared to have a littl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rmanent
axial strain，while i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ccumulation of pore water pressure. In addition，an empir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accumulative plastic strain and loading cycles was presente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ermanent axial strain rate and loading cycles under dual logarithmic coordinates as well as the
previous studies.
Key words：soil mechanics；peaty soil；organic matter；soil dynamics；static deviatoric stress；long-term cyclic
loading
究与理论分析等不同角度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如影

1

引

言

响循环荷载作用下软土动力特性的因素[13-14]、循环
荷载作用下软土的累积变形与强度衰减特性[15-17]、

泥炭(质)土是由古生物残体在缺少空气的条件

孔压增长模式[18]以及刚度软化规律[19]等。然而，对

下，经过复杂生物化学过程以及数万年的地质作用

泥炭(质)土这一特殊软土而言，对其在循环荷载下

形成的特殊类软土，具有高有机质含量、大孔隙比、

变形与强度特性的研究相对较少，针对具有明显区

高天然含水量、低承载力、高压缩性等较差的工程

域性的我国泥炭质土的研究更是鲜有报道。由于一

[1-8]

地质特性

。当前，泥炭土分布地区铁路、地铁、

般性软土与泥炭(质)土无论物质组成还是形成原因

公路等交通工程日趋增多，然而这些基础设施在投

都明显不同，对循环荷载作用下的力学行为表现有

入运营之后，由于受到长期循环荷载的作用，常出

显著影响，因而不能将一般性软土的研究成果直接

现工后沉降较大的工程灾害，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复制用于泥炭(质)土的相关工程，需要进行深入系

例如，吉林省江密峰—珲春高速公路、延吉绕城公

统的调查与研究。

路等公路，均不同程度地经过泥炭土(由于土中有机

综上所述，由于特殊的成土机制，泥炭(质)土

物质分解度较低，又称之为草炭土)地段，建成后通

具有富含有机质的物质组成特征，疏松的海绵结构

车运营表明，即使采用挖除换填、填筑砂砾等透水

形态，大孔隙比、低密度的物理特性，高压缩、低

性材料、抬高路基等常规类似于“软土地基”处治

强度的力学特性，导致长期循环荷载作用下泥炭(质)

的工程对策，路基仍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沉陷，严重

土地基易出现沉陷、失稳破坏等工程现象。本文采

时出现基底被挤压引起侧向隆起或剪裂挤出，路面

用 GDS 循环三轴仪，针对滇池北端草海区域典型泥

[9]

网裂等不同程度的病害 。南昆铁路沿线泥炭土分

炭质土，系统地开展了泥炭(质)土在长期循环荷载

布段沉降观测结果显示，即使对泥炭土地基采用粉

作用下的动力响应试验研究，分析了泥炭土累积变

[10]

喷桩加固，地基 3 a 内的工后沉降仍多达 36.5 cm

。

形与残余孔压的发展规律，并建立了累积塑性应变

加拿大铁路曾发生两起车厢出轨事故，均与铁路线

与动荷载循环周次间的经验关系，这可为该区的交

路经过泥炭土地段有关，一次是由于泥炭土地基沉

通工程基础建设提供一定的技术理论支撑。

降过大引起的，一次是由于泥炭土地基失稳破坏引
起的[11-12]。这些工程事故一方面说明了交通荷载作

2

试验土样与方案

用下泥炭土地基的累积变形效应显著，严重影响交
通设施耐久性和线路的安全运营；另一方面也反映

2.1 试验土样

了目前泥炭土地基处理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更深层

本文试验土样取自昆明市区滇池路与广福路交

次上体现了目前人们仍未掌握长期循环荷载下泥炭

叉口，位于滇池北端，如图 1 所示。取样期间场地

土的变形特性以及缺乏对累积变形发展机制的深刻

地下水埋深 0.5～1.8 m。钻孔揭露深度范围内，土

认识。

层自上而下分别为：① 杂填土，层厚 0.9～3.3 m；

现阶段，针对一般矿物质软土地基在交通荷载
作用下的长期服役性能，国内外大量学者从试验研

② 黏土，层厚 0.9～6.6 m；③ 泥炭(质)土，层厚
2.6～8.5 m；④ 黏土，层厚 0.5～5.9 m；⑤ 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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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含水量 w 测试时烘箱温度控制在 90 ˚C[21]，其变
化范围为 181.5%～259.3%(平均值 221.8%)。另外，
取样场地

草

试样初始密度 1.10～1.22 g/cm3，平均值 1.20 g/cm3。
2.2 试验方案

海

试验仪器采用英国 GDS 动三轴仪。由于泥炭质
土对变形特别敏感，为准确捕捉小动荷载作用下的
变形规律，选择量程为 1.0 kN，精度为 0.1%的精密
水下荷载传感器。针对交通荷载动力特征，循环加
载选用半正弦波形，加载方式采用单向等幅应力控
滇

制循环加载，荷载频率取为 1.0 Hz。
试验方案见表 1，该方案主要考虑了围压、动
应力幅值以及静偏应力 3 个因素对泥炭质土累积特

池

性的影响。试样均采用等向固结。静偏应力施加有
2 种方案：一种是在完全排水条件下施加静偏应力，

取样场地位置

可以模拟地基土原位非等向固结状态；另一种是在

Site location of sampling

完全不排水条件下施加静偏应力，这相当于地基土

图1
Fig.1

层厚 0.5～8.6 m。场地代表性地质剖面图以及相应

在施加静偏应力不久即施加动应力。考虑到静偏应

的静力触探测试结果如图 2 所示。该场地分布上、

力的组成来源，本研究采用第 2 种试验方案。围压

下两层泥炭地层，下层泥炭质土层埋深在 27.1～

水平取 3 种，分别为 30，52 和 100 kPa。动应力幅
值影响通过动应力比 d 反映，d  qd / p0 ，其中 qd

31.3 m，层厚 0.5～2.9 m，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相
对较小。本文试验对象选取为上层全新世的泥炭质
土。分析图 2 可知，静力触探锥尖阻力 qc 变化范围
为 0.13～0.35 MPa，平均值 0.25 MPa，摩阻比 Rf
变化范围为 5.70%～16.13%，平均值 9.45%，这些

为动应力幅值， p0 为初始平均有效应力。每级围压
下，动应力比均取 4 级( d = 0.1，0.2，0.4 和 0.6)。
另外，静偏应力的影响通过静应力比 s 反映，其定
义为 s  qs / p0 ，其中 qs 为静偏应力。

指标表明上层泥炭质土具有典型的软土特征。

表1
Table 1
原位竖向应力
 v /kPa
51

试验方案

Cyclic triaxial testing program

试验时平均有效 静偏应力比
应力 p0 /kPa
s
30

动偏应力比 d

0.0

0.1，0.2，0.4，0.6

52

52

0.0

0.1，0.2，0.4，0.6

53

100

0.0

0.1，0.2，0.4，0.6

51

30

0.2，0.4

0.2，0.4

根据以上的试验方案，制备直径 39.1 mm，高

80 mm 的试样。试验步骤为：首先将试样抽真空饱
和，然后施加不同围压，排水固结时间至少 24 h，直
地质剖面图

至超孔隙水压完全消散；然后在不排水条件下施加静

Profile of CPT(qc，Rf) at sampling site

偏应力(如不考虑静偏应力，则直接进入下一步骤)；最

图2
Fig.2

后，进行三轴循环压缩试验，循环次数为 10 000 次。
为获取高质量的原状样，采用慢速静压薄壁取
土器取样。取样深度为 5.2～8.9 m，试样原位竖向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应力为 51～53 kPa。土体有机质含量 OC 测试采用
灼烧法(马弗炉温度(440 ± 40) ˚C)[20]，其变化范围为

3.1 不考虑静偏应力影响试验结果

29.9%～53.0%(平均值 39.3%)，根据《岩土工程勘

图 3 给出了半对数坐标下不同围压水平下试样

察规范》(GB50021—2009)，可命名为泥炭质土；

累积塑性应变发展曲线。可以看出，围压水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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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4
(a) p0 = 30 kPa

轴向应变与循环次数关系

Relationship of axial strains versus loading cycles

图 5 给出了不同围压水平下加载循环达到

10 000 次时累积塑性应变 10p 000 与动应力比 d 的关
系。可以看出， 10p 000 与 d 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正
相关关系。动应力比相同时，围压对应变的累积有
一定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

(b) p0 =52 kPa

图 5 不同围压水平下 10p 000 -d 曲线
Fig.5

Curves of  10p 000 -d for different values of p0

图 6 给出了半对数坐标下不同围压水平下试样
累积超孔压发展曲线。与累积塑性应变发展规律类
似，围压水平一定时，相同加载循环周次下试样累
积超孔压随动应力比的增加而增加。与累积塑性应

(c) p0 = 100 kPa

Fig.3

图 3 不同围压下  ap -N 曲线
Curves of  ap -N under different values of p0

时，动应力幅值越大，累积塑性应变  发展得越快。
p
a

循环加载初期， ap 发展得较快，随后累积塑性应变
速率逐渐降低。例如对于 p0 = 100 kPa， d = 0.6 这

变发展不同的是，动应力比相同时，围压对孔压的
累积影响较大，如图 7 所示。图中 up10 000 表示加载
循环达到 10 000 次对应的累积孔压。

一工况，循环加载周次 N = 2 000 时，  ap = 0.81%；

N = 10 000 时，  ap = 1.30%，而加载周次从 8 000 增
加到 10 000 时， ap 仅增加了 0.08%。另外，曲线形
态表明，即使动应力水平较小(如 d = 0.1)，  ap 的发
展也没有表现出稳定的趋势。图 4 给出了 p0 = 100

kPa，d = 0.6 工况下试样轴向应变与循环次数关系。
可以看出，每一加载循环内，土体发生的塑性变形
占总变形的比例很小。即使如此，在周而复始的长
期循环荷载作用下，其累积变形也是很大的。

(a) p0 = 30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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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所谓的交通荷载引起的静偏应力，其大小决
，22-24]

定着循环荷载的作用方式。王常晶等[14

对静偏

应力的影响效应展开了试验研究。这些研究表明，
静偏应力对土体的循环累积特性有着显著地影响，
如加快了土体轴向变形和动孔压的发展，并降低土
体的动强度等。鉴于泥炭质土与一般土体工程力学
特性上的差异，本节开展了静偏应力对泥炭质土动
力特性影响的研究。
图 8 给出了 p0 = 30 kPa 条件下静偏应力和动应
(b) p0 = 52 kPa

力组合作用下土体的累积变形发展曲线。从图 8 可
知，不同动应力水平下，静偏应力的影响效应类似，
即静偏应力越大，土体的累积塑性应变越大，且变
形发展愈加不稳定。理论上而言，动应力水平相同
时，静偏应力越大，土体受到的总荷载就越大，必
然产生更大的累积塑性应变。鉴于此，图 9 对比了
峰值偏应力相同(即 d  s 相同)条件下土体累积塑
性变形的发展规律。可以看出，d  s 相等条件下，
循环动应力大而静偏应力小得出的轴向累积塑性应
变反而小，反映了静偏应力和动应力耦合作用下，

(c) p0 = 100 kPa

Fig.6

图 6 不同围压下 up-N 曲线
Curves of up-N under different values of p0

静偏应力对土体累积塑性应变发展的影响效应要大
于动应力的。

(a) d = 0.2

图 7 不同围压水平下 up10 000 -d 曲线
Fig.7

Curves of up10 000 -d for different values of p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昆明泥炭质土在不排水
循环加载条件下，不同围压水平以及动应力作用下，
表现出的累积变形特性以及累积孔压发展规律类似
于一般软黏土。但量级上，由于其他研究的一般软
土的初始条件、循环荷载加载方式等与本研究的泥
，17]

炭质土都不尽相同[15

，其差异机制需要从泥炭质

土富含有机质的物质组成上做进一步探索。
3.2 考虑静偏应力影响试验结果
列车引起的动应力是一种单向脉冲模式而非双
向正弦模式，动应力以一定的应力值为基准循环变

(b) d = 0.4

不同静偏应力比的  ap -N 曲线( p0 = 30 kPa)
Curves of  ap -N with different values of s ( p0 = 30 kPa)

图8
Fi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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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静偏应力比和动应力比组合下  ap -N 曲线对比
Fig.9 Comparisons of  ap -N for different d and s

图 10 给出了 p0 = 30 kPa 条件下静偏应力和动
应力组合作用下土体的累积孔压发展曲线。由于仪

图 11

2017 年

不同静偏应力比和动应力比组合下 up-N 曲线对比

Fig.11

Comparisons of up-N for different d and s

时，试样中累积孔压间的差距较小，静偏应力没有
表现出优势影响效应。

器中孔压传感器是安装在试样底部，孔压测量有一

由此看来，动应力水平和静偏应力都对土体的

定的滞后性，在循环加载初期试样中累积孔压测量

变形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即动应力幅值的增大和静

值差别较小，但随着加载循环周次的增加，累积孔

偏应力的增大均导致变形发展的加快。然而，两者

压差距越来越明显，即相同动应力水平下，静偏应

耦合作用下，当动应力水平小而静偏应力大时，累

力越大，累积孔压发展的越快。同样，图 12 对比了

d  s 相同条件下土体累积孔压的发展规律。可以
看出，与累积塑性应变对比结果不同， d  s 相同

积塑性变形的发展速度反而大。这与王常晶等[14

， 16]

的研究结果一致。与此同时，孔压的发展并没有表
现出太大的差别。因此，在构建土体动力本构模型
时，不能单纯以动应力水平来判断变形的发展速度，
还应考虑静偏应力这一因素。
3.3 累积塑性应变预测
通常预测土体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累积塑性应
变有 2 种方法：一种是建立复杂的动本构模型，另
一种是经验拟合法。前一种方法须采用分步积分法
进行计算，对于荷载历时较长的交通荷载，计算量
较大。后一种方法是建立累积塑性应变与土体初始
特性、静应力状态、动应力以及循环次数间的经验
关系。如早期 G. B. Parr[15]基于累积塑性应变速率

(a) d = 0.2

和循环加载次数的关系建立的对数模型， C. L.

Monismith 等[25]建立的指数模型，D. Li 和 E. T.
Selig[26]通过引入土体的静强度参数对 Monismith 指
数模型进行了改进，J. C. Chai 和 N. Miura[27]又在

D. Li 和 E. T. Selig[26]的模型基础上，考虑初始静偏
应力影响，进一步提出新的指数模型。
基于前人研究方法，数据分析时发现双对数坐
标下累积应变速率与循环周次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
系，如图 12 所示( p0 = 52 kPa)。加载初期，曲线存
在一定的非线性，由于这一阶段加载周次较少，因
(b) d = 0.4

图 10
Fig.10

不同静偏应力比的 up-N 曲线( p0 = 30 kPa)
Curves of up-N with different s ( p0 = 30 kPa)

而对曲线整体的线性关系影响较小。采用拟合公式

lg(  ap / N ) = A lg N + B 对不同围压水平下的 12 组
lg(  ap / N )-lg N 曲线进行拟合，发现拟合曲线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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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ap / N )-lgN 曲线

图 12
Fi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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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q-  a 曲线

Curves of lg(  ap / N )-lgN

Fig.14

Curves of q-  a

率 A 的变化范围很小，拟合曲线近似平行，如图 13
所示，其变化范围为 － 0.678～ － 0.712，平均值为
－0.686。此外，围压水平一定时，拟合曲线截距 B

随动应力水平的增加而逐渐减小。通过引入静破坏
偏应力 qf (不同围压水平下泥炭质土应力–应变曲
线如图 14 所示，qf 取轴向应变 15%对应的偏应力[28]。
其中， p0 = 30，52 和 100 kPa 对应的 qf 分别为 50.59，

80.27 和 139.04 kPa)，建立参数 B 与 qd/qf 间的关系，
如图 15 所示，可见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对数关系

(拟合相关系数 R2 = 0.945)：

图 15

B  1.013lg(qd / qf )  0.819

(1)

Fig.15

参数 B 与 qd/qf 关系

Relationships between B and qd/qf

故有：
lg( ap / N )  0.686 lg N  1.013lg(qd / qf )  0.819
(2)
进一步调整可得：

 ap  0.152(qd / qf )1.013 N 0.314
式(3)的表达形式与 D. Li 和 E. T. Selig

(3)
[26]

建立

的指数模型形式相同，但两者的建立途径不同。利
用式(3)对图 3 中的 12 组试验结果进行拟合，如图 16
所示。对比结果表明，式 (3) 可以很好地描述动应
(a) p0 = 30 kPa

图 13
Fig.13

参数 A 与 qd 关系

Relationships between A and qd

(b) p0 = 52 kPa

• 1253 •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 1254 •

2017 年

图 18

(c) p0 = 100 kPa

不同静偏应力比和动应力比组合下  ap -N 曲线

Fig.18

图 16 不同围压下 up-N 曲线
Fig.16 Curves of up-N under different p0

Curves of  ap -N for different d and s

应变的影响效应，如 d  s 相等条件下循环动应力

力水平对土体累积塑性应变的影响效应。不同围压

大而静偏应力小计算出的累积塑性应变小，与实测

水平下，动应力水平较低时，累计塑性应变预测值

结果类似。总体而言，实测值与预测值吻合得较好。

与实测值接近。动应力水平较高时，累计塑性应变
预测值要小于实测值。总体而言，实测值与预测值

4

结

论

吻合得较好。
式 (3) 建立过程中并没有考虑静偏应力对土体

针对滇池草海附近典型泥炭质土，开展了室内

累积塑性应变的影响。为此，借鉴 J. C. Chai 和 N.

动三轴试验，分析了围压水平、动应力幅值以及静

Miura

[27]

模型中考虑静偏应力的方法，建立第一次

循环塑性应变比 r 与 qs/qf 间的关系，如图 17 所示。

偏应力对泥炭质土不排水动力累积特性的影响。得
出如下结论：

其中，r 表示在动应力比 d 相同情况下，存在静偏

(1) 围压相同时，动应力幅值越大，泥炭质土

应力 qs 时的第一次循环塑性应变与不存在静偏应力

的累积塑性应变和孔压发展得越快。动应力比相同

时的第一次循环塑性应变之比。可以看出，两者之

时，初始围压对累积塑性应变的发展影响相对较小，

间存在如下关系(拟合相关系数 R2 = 0.917)：
r  (1  qs / qf )8.54

而对孔压的累积影响较大。

(2) 静偏应力对泥炭质土的累积变形和孔压均

(4)

有较大的影响。动应力和静偏应力综合作用下，动
应力水平相同时，静偏应力越大，累积塑性应变以
及孔压发展得越快。另外，当动应力水平小而静偏
应力大时，累积塑性变形的发展速度反而越大。

(3) 基于双对数坐标下累积应变速率与循环周
次关系，并参考 J. C. Chai 和 N. Miura[27]模型中考虑
静偏应力效应的方法，建立了累积塑性应变与动荷
载循环周次间的经验关系，并给出了具体的模型参
数值。该经验关系可较好地描述泥炭质土累积塑性
图 17

应变发展规律。

第一次循环塑性应变比 r 与 qs/qd 关系

Fig.17

事实上，除本研究中考虑的围压水平、动应力

Relationships between r and qs/qd

幅值以及静偏应力 3 个影响因素外，泥炭质土在循

结合式(3)和(4)，考虑静偏应力效应时，累积塑
性应变预测模型可表述为

  0.152(qd / qf )
p
a

1.013

环荷载作用下的不排水累积特性还受土体应力历
史、固结方式、循环荷载频率以及排水条件等因素

(1  qs / qf )

8.54

N

0.314

式(5)表达形式与 J. C. Chai 和 N. Miura

(5)

[27]

模型

相同。利用式(5)对图 8 中存在静偏应力的 4 组试验
进行拟合，拟合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如图 18 所示。
可以看出，式(5)可以反映静偏应力对土体累积塑性

的影响。后续研究中，将逐步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效
应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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