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卷 第 6 期 地 下 空 间 与 工 程 学 报 Vol．11
2015 年 12 月 Chinese Journal of Underground Space and Engineering Dec．2015

南阳膨胀土裂隙发育规律研究
*

汪为巍1，2，黎伟2，易远1

( 1．武汉轻工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武汉 430023; 2．中科院武汉岩土所，武汉 430071)

摘 要:膨胀土的裂隙性给工程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为了解膨胀土的裂隙发育规律，本文
对南阳膨胀土做了大量室内试验，制备各种不同的重塑土样，在不同环境下进行脱湿，观测脱
湿过程中土样裂隙发育过程，分别研究试样的均匀性对裂隙发育的影响、裂隙发育的温度敏感
性、裂隙发育的尺寸效应，得出以下结论:试样愈均匀裂隙发育曲线愈平滑，温度对膨胀土裂隙
发育形态有明显影响，不同尺寸试样裂隙发育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尺寸效应，试样愈小表面
愈难出现裂隙而主要表现为土的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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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racking Law of Nanyang Expansive Soil
Wang Weiwei1，2，Li Wei2，Yi Yuan1

( 1．School of Civil and Architechure Engineering，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an 430023，P．Ｒ．China; 2．Institute of Ｒock
and Soil 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Wuhan 430071，P．Ｒ．China)

Abstract: The crack of expansive soil does great harm to engineering works． To learn the development of crack
of expansive soil，this paper conducted a large number of laboratory tests on Nanyang expansive soil，prepared a vari-
ety of remodeling soil sample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for dehumidification，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earth kind of
fracture was observed during dehumidification process，the effect of uniformity of soil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ack，the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and size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ack were studied． Test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higher
uniform soil has the smoother crack developing curve． The temperature has obvious effect on the crack morphology of
expansive soil． Different sizes of specimen have different crack morphology that the smaller specimen is more difficult
to develop crack，but for it mainly the shrinkage is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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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膨胀土是一种因自然气候的干湿交替作用而

发生体积显著膨胀收缩、强度剧烈衰减而导致工程

破坏且含有较多膨胀性粘土矿物成份的非饱和土。
其主要不良工程性质表现为多裂隙性、超固结性、
强亲水性、反复胀缩性和破坏的浅层性［1］。

膨胀土在天然状态下常处于较坚硬状态，对气

候和水文因素有较强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对工程

建筑物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多年来膨胀土及其工程

问题一直是岩土工程和工程地质研究领域中世界

性的重大课题之一［2］，膨胀土具有的裂隙性与膨

胀性、超固结性关系密切，含水量降低时，膨胀土发

生干缩而导致土体开裂，而气候干湿循环等作用导

* 收稿日期: 2015-03-02( 修改稿)

作者简介: 汪为巍( 1981-) ，男，安徽太湖人，博士，主要从事特殊土土力学性质与边坡稳定性分析等领域的科研工

作。E-mail: 1464427693@ qq．com
通讯作者: 黎伟( 1989-) ，男，湖北孝感人，博士，主要从事特殊土特性研究。E-mail: 1464427693@ 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51079141，51474168)



致裂隙进一步扩展; 膨胀土在开挖过程中超固结应

力的释放也会导致裂隙发展。裂隙的发生与扩展

一方面破坏土体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为水分的渗流

提供了通道，加剧了膨胀土的胀缩和裂隙，因此，裂

隙性是影响膨胀土边坡稳定的关键因素［3］。国内

学者如孙长龙等［4］、姚海林等［5］、包承纲等［6，7］及

殷宗泽等［8］等先后研究了裂隙对膨胀土边坡稳定

性的影响。由于裂隙对膨胀土物理力学性状及实

际工程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膨胀土裂隙发育规

律［9～13］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膨胀

土裂隙开展实验发现膨胀土裂隙开展与试样均匀

性、环境温度、试样尺寸这三个因素关系极为密切，

因此，选 定 这 三 个 因 素 对 裂 隙 开 展 的 影 响 展 开

讨论。

2 试样均匀性对裂隙发育的影响
为研究试样的均匀性对南阳膨胀土裂隙发育

的影响，通过试样最大颗粒控制按以下方法制两种

不同的样: 第一份样取风干后过 5 mm 筛的土，第

二份样取过风干后过 2 mm 筛的土。将两份土分

别置于不同的容器中，加入足量的水浸泡，浸泡过

程中经常搅拌，时间持续约一周，目的是为了让膨

胀土充分吸水膨胀。
上述工序完成后，再将两份土样分别放置于制

好的 260 mm×260 mm×24 mm 的两个截面为方形

的玻璃容器中，将土表面刮平。
将两个 装 满 土 的 窗 口 放 在 室 内 ( 室 温 保 持

25 ℃左右) ，观察其裂隙的发育规律。
图 1 和图 2 分别是这两种土样的裂隙发育形

态，可以看出，两种土样的发育规律有相似性，但也

有很大的不同。
两种土样总的裂隙发育规律相似，主裂隙于容

器一边中点和两个角点开始发生、发展、连通，将土

样分成几块，此时，次要裂隙才开始发育。次要裂

隙形态主要以短直线为主，由开始的微小裂隙开始

发展，最终将主裂隙分隔成的块体进一步分隔成小

块。裂隙的发育不是无限发展，而是存在一个极

限，图 1 和图 2 中最后一个图是两种土样在室温条

件下发育的最终稳定裂隙形态。
两种土样裂隙发育主要不同点在于主裂隙发

育的曲线形态不同，过 2 mm 筛的土样主裂隙形成

的曲线近似于椭圆曲线，而过 5 mm 筛的土样主裂

隙形成的曲线形态表现为折线。也就是说制备土

样的土越均匀，其形成的裂隙形态曲线( 裂隙扩展

图 1 过 2 mm 筛的土样裂隙发育图

Fig．1 The crack picture of expansive soil passing 2 mm sieve

图 2 过 5 mm 筛的土样裂隙发育图

Fig．2 The crack picture of expansive soil passing 5 mm sieve

在平面内形成的曲线) 越接近光滑曲线，其形态愈

接近椭圆。过 5 mm 筛的土样最终裂隙分隔成的

小土块棱角分明，与过 2 mm 筛的土样最终形成的

小土块有明显区别。

3 裂隙发育的温度敏感性
膨胀土裂隙的发育与温度密切相关，为研究南

阳膨胀土裂隙发育的温度敏感性，按前面所说的制

样方式，制备过 2 mm 筛的土样，将制备后的土样

装入两组高度为 20 mm，直径分别为 100 mm、79．8
mm、61．8 mm、50．5 mm、20 mm 的环刀中，其中一组

放置于 室 内 环 境 条 下，另 一 组 置 于 烘 箱 中 ( 105
℃ ) ，隔一定时间进行拍照。

烘箱中的土样失水很快，出现裂隙的时间很

短，裂隙发育快速，裂隙的发生主要在环刀中间，中

间开始出现微小裂隙，然后快速发育，直至边缘。
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到边缘的土快速下沉，中间的土

即裂隙边缘的土在裂隙发育初期比边缘土高很多，

但是随着裂隙的发育高度下降，到实验终了时即裂

隙发育基本稳定时，其高度降至与边缘的土高度

相同。
室温条件下的土样裂隙开始发育到发育完全

持续时间很长，产生的裂隙主要在边缘，土样表面

高度始终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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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土样在各自的条件下裂隙发育形态各有

其规律性，裂隙都是随着时间发展，直至达到稳定。

图 3 室温条件下( 1-4) 和烘箱条件下( 5-8)

D100 mm 环刀样裂隙

Fig．3 Crack of D100 mm soil sample under ambient
conditions ( 1-4) and oven conditions ( 5-8)

图 4 室温条件下( 1-4) 和烘箱条件下( 5-8)

D79．8 mm 环刀样裂隙

Fig．4 Crack of D79．8 mm soil sample under ambient
conditions ( 1-4) and oven conditions ( 5-8)

图 5 室温条件下( 1-4) 和烘箱条件下( 5-7)

D61．8 mm 环刀样裂隙

Fig．5 Crack of D61．8 mm soil sample under ambient
conditions ( 1-4) and oven conditions ( 5-7)

两组土样中 D20 mm 环刀样裂隙发育在实验

过程中表现出与其他几种尺寸不同的裂隙发育形

态: 图 3 至图 7 中室温条件下 D20 mm 环刀样裂隙

发育与其他几种尺寸的环刀样的裂隙发育有明显

区别，其裂隙发育是从中间开始，裂隙发育形态类

似于烘箱条件下前四种尺寸裂隙发育形态; 而在烘

图 6 室温条件下( 1-4) 和烘箱条件下( 5-8)

D50．5 mm 环刀样裂隙

Fig．6 Crack of D50．5 mm soil sample under ambient
conditions ( 1-4) and oven conditions ( 5-8)

图 7 室温条件下( 1-4) 和烘箱条件下

( 5-8) D20 mm 环刀样裂隙

Fig．7 Crack of D20 mm soil sample under ambient
conditions ( 1-4) and oven conditions ( 5-8)

箱条件下 D20 mm 环刀样裂隙发育是从接近边缘

开始，裂隙发育形态类似于室温条件下前四种尺寸

裂隙发育形态。

4 裂隙发育的尺寸效应
4．1 试样的制备

将取回的膨胀土风干，磨碎，过 2 mm 筛，配制

成含水量 24． 3%的土，再加工成密度 1． 996 g·
cm－3，高 度 为 20 mm，直 径 分 别 为 100 mm、79． 8
mm、61．8 mm、50．5 mm、20 mm 的环刀重塑土样，再

进行抽真空饱和。
4．2 试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将制备好的饱和土样称量后放入烘箱中，烘箱

温度 105 ℃，每隔一段时间将土样取出称量、拍照

( 试验过程中典型图片见图 8( a) 未实验前土样表

面，( b) 只发生收缩试样表面，( c) 同时发生收缩及

开裂试样表面) ，试验结束后对试验资料进行整

理，以下是试验结果及结果分析。
4．2．1 裂隙发育形态分析

图 9 ～ 12 分别是直径 为 100 mm、79． 8 mm、
61．8 mm、50．5 mm 的重塑环刀土样表面在试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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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试验过程中典型图片

Fig．8 Typical picture of the test process

程中裂隙发育形态，直径为 20 mm 的重塑环刀土

样表面在试验整个过程中未发生裂隙。
由图 9、图 10 中可见，在实验过程中裂隙发育

规律相似，主裂隙首先在土样表面中部出现，近似

椭圆形，随后主裂隙宽度扩展，伴随大量的次裂隙

的发生、发展，然后主裂隙宽度开始减小，并开始均

匀化，伴随次裂隙开始减少，最后大量次裂隙消失，

而留下的主裂隙及少量次裂隙，最终留下的裂隙宽

度基本相同。即在裂隙发育过程中大体可以分为

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裂隙的发生阶段; 第二阶

段，主裂隙宽度扩展，次裂隙的发生、发展阶段; 第

三阶段，裂隙的消失及裂隙均匀化阶段，也可称之

为裂隙的“自愈”阶段; 第四阶段，裂隙稳定阶段，

到了此阶段裂隙基本不再发生变化。

图 9 D100 mm 重塑环刀土样表面裂隙发育形态

Fig．9 Surface crack of D100 mm soil sample

出现上述四个阶段的主要机理在于: 初期土体

的表面与环境热空气直接接触，其脱湿速率明显要

比土样下部快，同时，由于粘性土渗透性差，下部水

分不能及时迁移到表面，导致土体内形成了一个表

面含水率低下部含水率高的一个含水率梯度。表

面土体失水开始收缩，而下部土体由于水分没有散

失不会产生收缩，同时又进一步抑制表面土体的收

缩。如此即会在土体表面形成一个拉应力，当该拉

应力大于土体强度时，裂隙就开始产生。由于土体

表面是均匀受压而成，其土体表面强度近乎一致，

图 10 D78．9 mm 重塑环刀土样表面裂隙发育形态

Fig．10 Surface crack of D78．9 mm soil sample

故初始裂隙的形态为网状分布的细小裂隙。由于

下部土体限制了收缩的产生，故初期裂隙率表现为

迅速上升，而收缩几乎没有产生。
初始裂隙产生之后，为土体下部水分的迁移提

供了通道，整体脱湿速率加快，土样开始出现收缩。
在这期间，表面由于进一步失水，裂隙进一步扩展，

主要表现在宽度的增加上，裂隙率也进一步增加，

此阶段裂隙率和收缩率都表现为增加的趋势。
当土体表面的水分充分散失之后，表面裂隙发

育基本趋于停止，土体收缩面积增加，这个阶段下

部土体的收缩也将促进表面土体的收缩，原本发育

的裂隙开始受到收缩带来的压应力，原本细小的裂

隙受压开始出现闭合，较大的裂隙的宽度也出现一

定的降低。此阶段裂隙率由于细小裂隙的闭合以

及大裂隙变窄呈现降低的趋势，而收缩面积一直增

大。直至最后土样脱湿基本趋于停止，整体含水率

趋于不变，裂隙率下降的速度与收缩率上升的速度

基本一致，总裂隙率基本趋于稳定( 图 17 土样面

收缩率与时间关系曲线图 20 土样裂隙率与时间关

系曲线) 。
图 11、图 12 中所示的在实验过程中的土样裂

隙发育与图 9、图 10 中土样在实验过程中土样裂

隙发育过程有明显区别，图 11 主裂隙的发育靠近

边缘，并且也不连通，而是两条近似直线相交，但是

也经历上述的四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主裂隙的

发生阶段; 第二阶段，主裂隙宽度扩展，次裂隙的发

生、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裂隙的“自愈”阶段; 第四

阶段，裂隙稳定阶段。
图 12 中在边缘开始时出现了少量裂隙，随后

开始减小，最后完全闭合。只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

中的两个，裂隙的发生阶段，和裂隙的闭合即“自

愈”阶段。从上述的试验过程裂隙发育形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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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D61．8 mm 重塑环刀土样表面裂隙发育形态

Fig．11 Surface crack of D61．8 mm soil sample

图 12 D50．5 mm 重塑环刀土样表面裂隙发育形态

Fig．12 Surface crack of D50．5 mm soil sample

可以发现裂隙发育具有很强的尺寸效应，试样尺寸

越大裂隙发育越多、越复杂，但有相同的裂隙发育

规律，裂隙的发育有相同的四个阶段。试样尺寸越

小裂隙越少，出现的裂隙发育阶段也会有所减小，

当试样尺寸小到一定的的时候，试样表面不出现

裂隙。
4．2．2 试样的绝对失水

根据试验所得的数据，得出试样的绝对失水曲

线见图 13 和图 14。

图 13 试样的绝对失水曲线

Fig．13 Absolute water loss curve of the soil

绝对失水量随时间增加，最终趋于一个极限

值，增加速率不断减小，从图 13 和图 14 中可以看

出试样的绝对失水量是在不断增加，开始时失水较

快，其后开始减缓，最后绝对失水量最终趋近恒定

值，即实验开始时试样中总的含水量。
在图 15 土样失水率( 每个阶段内试样绝对失

图 14 直径 D20 mm 的土样绝对失水曲线

Fig．14 Absolute water loss curve of D20 mm soil sample

图 15 土样失水率曲线

Fig．15 Soil water loss rate curve

水量与时间之比) 曲线中表现为: 每个土样失水率

曲线都是先增加，增加到一个峰值，失水率曲线出

现明显的拐点，过了拐点后曲线后开始下降即失水

速率减小。同时可以看出，土样的直径越大，失水

率越高。
4．2．3 试样含水率变化

从图 16 土样含水率随时时间变化曲线中可以

看出，随时间增加土样含水率不断减小，直径大的土

样含水率始终高于直径小的土样含水率，随着时间

增加，土样的含水率都趋于平缓，含水率的变化曲线

明显转折点。不同直径土样初期含水率变化不同。

图 16 土样含水率随时时间变化曲线

Fig．16 The water content curve of soil

图 17 不同时刻土样直径与含水率曲线中可以

看出直径愈小的土样初期含水率变化越大，直径愈

大的样初期含水率变化越小，表现出了明显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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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图中土样开始含水率相近，随时间增加不同

直径土样含水率差异渐增大，120 min 的时候不同

直径土样含水率差异达到最大，到后期其含水率逐

渐基本一致。

图 17 不同时刻土样直径与含水率曲线

Fig．17 Soil sample diameter and water content at
different moments

4．2．4 试样表面收缩与开裂

对试验中所拍的相片用 Matlab 进行图像处

理，得到不同直径土样在不同时刻表面收缩与裂隙

发育数据，处理后结果如下。
由图 18 的土样面收缩率( 收缩面积与原面积

之比) 与时间关系曲线中可以看出，不同直径土样

的收缩规律相同，先缓慢增加，然后收缩加速，收缩

曲线上有明显转折点，该点以后收缩明显变缓，终

了土样面收缩率趋于一定值。

图 18 土样面收缩率与时间关系曲线

Fig．18 Soil surface shrinkage

图 19 为不同时刻土样面收缩率与土样面积关

系曲线，可以看出，面积越小初期收缩越大，最终收

缩率趋于相同。直径小的样初始面收缩率大，随后

面积收缩变缓，直径大的样初始面收缩率低，随后

面积收缩变快，试验进行到最后，所有土样的面收

缩率接近一致，可以认为土样的最终面收缩率与土

样的原面积无关，但是收缩过程与土样尺寸有关，

即土样收缩过程有明显的尺寸效应。同时，从图

20 的土样不同时刻含水率与面收缩率关系曲线可

以看出土样含水率变化与土样收缩相互对应，是一

个统一的过程膨胀土裂隙可用影响其工程力学性

质的走向、倾角、宽度、深度、长度以及间距等主要

几何要素来度量。为了综合反映裂隙的分布特征

和影响，通常采用裂隙率作为裂隙度量分析指标。
本文采用裂隙面积率( 裂隙的总面积与试样面积

之比) 进行分析。

图 19 不同时刻土样面收率与土样面积关系曲线

Fig．19 Soil surface shrinkage and area at different time

图 20 土样不同时刻含水率与面收缩率关系曲线

Fig．20 Soil surface shrinkage and water content at different time

土样裂隙率与时间关系曲线见图 21，图中 1、
2、3、4 曲 线 分 别 为 直 径 100 mm、79． 8 mm、61． 8
mm、50．5 mm 土样裂隙面积与收缩后土样面积之

比随时间的变化曲线，5、6、7、8 四条曲线为直径

100 mm、79．8 mm、61．8 mm、50．5 mm 土样裂隙面积

图 21 土样裂隙率与时间关系曲线

Fig．21 Soil crack rate with time

与原土样面积之比随时间的变化曲线。直径为 20
mm 的土样则未出现裂隙。从图 21 中可以看出，

裂隙率先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增加的幅度很大，

当裂隙率增加到峰值以后，裂隙率开始减小，面积

越大的样，裂隙率峰值越高，但峰值过后裂隙率下

降的速度也越快，面积越小的样裂隙率也越小，其

裂隙到最后能完全闭合，土样面积降到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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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样表面不出现裂隙，只发生收缩。

5 结 论
从以上对南阳膨胀土室内裂隙试验的数据整

理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试样均匀性对裂隙发育的影响很大，试样

越均匀，裂隙发育形态越接近椭圆曲线，试样越不

均匀，裂隙发育成折线，裂隙切割出的块体棱角越

分明。
( 2) 裂隙发育具有温度敏感性，温度越高开裂

越剧烈，温度越低则越表现出整体收缩性。
( 3) 裂隙发育具有明显的尺寸效应，不同尺寸

试样裂隙发育有所不同，试样愈小表面愈难出现裂

隙，而主要表现出膨胀土的收缩性。
( 4) 在试验过程中，土样失水、含水率变化、土

样收缩、开裂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是一个统一的

过程。
膨胀土裂隙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与环境密切相关，并具有相当的随机性，要想完全

弄清其发育规律，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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