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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格达组粉砂岩与结构接触面力学特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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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攀枝花钢铁集团西昌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中典型的昔格达组中风化粉砂岩为对象，进行了重塑土与混凝

土压密，原状土与混凝土浇筑两种不同方式形成接触关系的环剪试验。对两种工况接触面下，剪切应力－剪切位移、竖向应变

－剪切位移和抗剪强度特性分析表明: 接触面剪切变形引起法向变形，随着法向应力的增加剪切引起的法向变形增大，在法向

应力在 400kPa 时，最大法向应变高达 6. 8% ; 接触面采用浇筑形式形成时，接触面上的土体由于水泥浆的渗入形成强度较高

的一个薄层土带，此时接触面破坏发生在土体内部; 当接触面采用压密形成时，摩擦角与土体的内摩擦角接近，而接触面的黏

聚力近似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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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ＲIMENTAL STUDY ON MECHANICAL BEHAVIOＲ OF XIGEDA
FOＲMATION SILTSTONE AND STＲUCTUＲE INTEＲ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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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eries of ring shear tests are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shear behavior of two types of interfaces between
Xigeda siltstone and concrete． The siltstone-concrete interfaces are made by pouring cement mortar on siltstone or
compacting remolded soil and cement block． Ｒesults present the interface shear behavior in forms of shear stress-
shear strain curves，vertical strain-shear strain curves and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Ｒesults show that shear de-
formation causes normal deformation． As the normal stress increases，this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maximum
normal strain is up to 6. 8% during the normal stress in 400kPa． In pouring form of interface，the contact surface
damage occurs in the internal of siltstone for penetrating grout strengthened soil． In compacting type of interface，

the parameters of friction were equivalent to the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of siltstone． The cohesion could be ignored at
th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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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岩土体与结构接触面的力学、强度和变

形特 性 的 研 究 取 得 了 很 多 成 果。吴 梦 喜 和 楼 志

刚［1］进行了钙质砂与钢板接触面的单调和循环剪

切试验，发现该类接触属于摩擦型。张嘎和张建

民［2］、张嘎等［3］通过大型土与结构接触面循环加载

剪切仪试验，发现粗粒土与结构接触面在循环剪切

作用下，切向变形与法向变形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宋兵和蔡健［4］研究桩与岩石的侧摩阻力组成及影

响因素中，认为岩层的极限侧摩阻力由界面强度及

岩石强度两者较弱一方决定。徐超和孟凡祥［5］通

过直剪试验研究发现剪切速率小于某一界限值时，

可以忽略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此外，关于接触面的

粗糙度、土的颗粒成分、含水率、应力历史和固结状

态等对接触面力学特性的影响都已取得不少试验成

果［6 ～ 9］。
此次研究对象属于昔格达组地层，它主要分布

在四川西昌—攀枝花、云南华坪地区，属于下更新世

( Q1 ) 时期形成的半成岩地层，以粉砂岩和黏土质页

岩互层的半成岩地层为主，遇水或人工扰动下，工程

性质大幅降低，给水利、铁路、高速公路、工业建设带

来极大困难。对于该岩层工程性质已有了一些相关

研究工作，但关于其与结构的相互作用特性的研究

极少。在实际工程中岩土体与结构的接触主要有压

密和浇筑两种方式形成，前者有填方挡土墙、各类预

制桩，后者如各种灌注桩等。
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压密形式的接触面研

究，对于浇筑形式接触面的破坏特征研究较少，而对

于两种形式的对比研究则更少。因此，本项研究的

工程和理论意义均是十分重要的。

2 试验方法和设备

本文作者对昔格达组粉砂岩进行了原状试样单

轴无侧限抗压试验、原状试样固结试验和重塑试样

固结试验，试验结果为: 饱和试样单轴无侧限抗压强

度 235kPa; 原状试样固结试验确定的结构屈服压力

497kPa，重塑试样前期固结压力 369kPa。由于单轴

无侧限抗压强度和固结试验轴向强度都小于 1MPa，

所以是一种极软岩或近似土体; 由试验结果可近似

确定结构强度 128kPa，是前期固结压力的 35%，可

见昔格达粉砂岩具有较强的土体结构性，属于一种

强结构性土［10］。为了论述方便文中粉砂岩试样等

价于原状土样，重塑试样则是指粉砂岩去除结构性

按一定标准制作的试样。
岩土体与结构接触试验技术［11］主要有直剪试

验、单剪试验和环剪试验，均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

其中环剪的主要优点是接触面纯剪切受力，可实现

大剪切位移条件下的受力分析。本次试验采用的是

DTA-138 型土工环剪仪，由日本诚研舍 ( SEIKEN．
INC． ) 研制，通过对空心圆柱试样施加扭矩使试样

发生剪切变形与剪切破坏，以此测定土的应力－应

变关系与残余剪切强度。该套设备由环剪仪主机，

传感器，DAC-193 试样固结仪，UL120 数据采集仪，

原状土制样器，空压机组成。施力方式: 剪切面法向

力为应力方式控制，剪切力为应变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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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图 1 DTA-138 型环剪仪工作原理图

Fig． 1 DTA-138 ring shear apparatus schematic

重塑样接触处理: 制作混凝土块部分时，专门制

作内径 100mm，外径 150mm，高度 10mm 的模具，混

凝土采用 M20 水泥砂浆，养护不低于 48h 后脱模，

继续养护一段时间，将一面打毛以模拟粗糙接触面。
将混凝土块放入标准制样器，放入指定质量的土样，

整平压样。这样可以保证土体与混凝土的良好紧密

接触，更接近实际情况。试验时，保持混凝土部分在

下剪切盒，压入试样。
原状样制作与接触面的处理: 首先将土样加工成

厚度 10mm 的圆饼，将一面打成粗糙面; 粗糙面向上

放入制样器，将中心挖空，然后浸水湿润后，浇筑砂

浆，控制砂浆厚度为 10mm，养护不低于 48h 后脱模，

继续养护 7d，强度可达到 80%以上，是土体强度的 50
倍以上，保证了接触面上发生破坏不可能出现在混凝

土内这一不符合工程实际的情况。同时浇筑制样，可

以解决接触面贴合不紧密的问题，更好地模拟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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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环境中浇筑桩体与土体无缝接触的工况。

3 试验结果

3. 1 重塑土压密接触试验

试验所用试样取自工程场地内挖方区，人工切

割成约 30cm×30cm×40cm 的岩块( 土块) ，保鲜膜密

封，泡沫箱包装，以减少对试样的扰动。实验室测得

原状试样，土粒比重为 2. 53，饱和含水率为 26. 8%，

饱和密度为 1. 86g·cm－3。扰动样进行颗粒分析，定

名为粉砂。重塑土样控制含水率 w 为 26. 8%，装入

密封袋内保存 24h，使水分均匀分布，静力压样控制

干密度 ρd 为 1. 46g·cm－3，目的是使重塑样与原状样

干密度一致。严格控制水泥块的厚度，保证厚度均

匀，以便于使接触面水平。

图 2 不同法向应力下接触面剪应力－位移曲线

Fig． 2 Shear stress-displacement curves in different normal pressures
a． 法向应力 σn =50kPa; b． 法向应力 σn =100kPa; c． 法向应力 σn =200kPa; d． 法向应力 σn =400kPa

试验剪切速率为 0. 02°·min－1，剪切位移为 8° ～
30°，法向应力分别控制在 50kPa、100kPa、200kPa、
400kPa。整个剪切过程中测量剪切应力－应变，记

录剪切过程竖向位移，剪切结束后，观察剪切面破坏

特征。

3. 1. 1 接触应力－应变特性分析

本次试验接触面应力特性表现为软化，法向应

力 50kPa 时应力软化现象非常明显 (

书书书

图 2a) ，法向

应力 100kPa 时也有较明显的应力软化现象，当法向

应力达到 200kPa 以上时，则表现为应力硬化。
众所周知，土在低应力状态下具有明显的软化

特性，而在高应力下软化特性不明显或直接表现为

明显的硬化现象。已有的研究［9］表明黏性土接触

面吸附作用较弱，摩擦作用明显只表现为硬化，而也

有研究［1］表明中砂粗砂与钢板接触的分析中呈现

的是应力软化。这可能是由于在砂性土接触面附近

土体内的局部变形带比黏性土的更宽，非连续变形

区域更大，该区域内的颗粒发生重排、挤压甚至破

碎，摩擦性降低，从而导致应力软化现象［12］。而黏

性土接触面局部变形带很窄，甚至仅表现为剪裂缝，

并且黏土矿物占用很大比例，摩擦性不会降低，同时

吸附作用很弱，因此表现出应力硬化现象。
对于实践工程来说，砂性土需要合理地考虑侧

摩阻力应力软化现象，黏性土则可不计。
3. 1. 2 法向应变分析

剪切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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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即剪切位移在 0° ～ 2°之间，

407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工程地质学报 2013



图 3 不同法向应力下接触面竖向应变－剪切位移曲线

Fig． 3 Vertical strain-shear displacement curve
in different normal pressures

较小的剪切位移发生较大法向应变，并且不同的法

向应力下几乎保持平行; 剪应变达到一定值后，即

剪切位移在 2° ～ 5°之间法向变形减速阶段，随法向

应力增大斜率增大，减速段变长; 随着剪应变的继

续增大，即剪切位移大于 5°后，法向变形趋于稳定，

并且稳定值随着法向应力的增大而增大。
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剪切作用使土体内部颗粒

发生了重新排列，这种排列使空隙体积变小，表现出

一种剪密现象。由此可知接触面的法向变形，不仅

受法向外力大小影响，而且与土体的初始颗粒排列

状态也是息息相关的，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剪切

变形与法向变形的关联作用［11］。在法向应力小于

100kPa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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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法向应变最大值 2% 左右; 法向

应力 200kPa 时，最大值约 3% ; 当法向应力达到

400kPa 时法向应变最大值高达 6. 8%。在实际工程

中，结构与岩土的接触面法向应力较高时，应当慎重

考虑剪切变形与法向变形的关联作用效应。
3. 1. 3 接触面切向刚度参数分析

接触面的数值计算分析分为 3 种状态，即分离、
黏合、滑移，对应的每个状态切向刚度参数有所不

同。
分离状态: 当接触面法向应力等于 0，即岩土体

与结构脱离，τ≡ 0，接触面相对剪切位移 ws 处于自

由状态。
τfσn ＞ 0 黏合状态: 当法向应力( 接触面间的应

力为压应力) 时，根据 Clough 双曲线模型［13 ～ 16］计算

接触面切向剪应力 ( τ) ，并且 τ 小于摩尔－库伦准则

所规定的允许剪应力 ( τf ) ，接触面处于黏合状态。
用双曲线拟合接触面剪应力－剪切位移关系:

图 4 接触面法向应力与竖向应变最大值关系

Fig． 4 Maximum vertical strain displacement curve
in different normal pressures

τ = ws

a + bws
( 1)

式中，τ 为接触面上的平均剪应力，ws 为相对剪切位

移; a，b 均为试验参数。
ws

τ
= a + bws ( 2)

( 1) 式变换为( 2) 式，其中
ws

τ
～ ws 二者近似成线性

关系，带入图 2 剪切应力－位移关系数据( ws 单位是

度转化为米，取环剪试验圆环内圆和外圆的平均值

0. 0625m，转动 1°对应相对剪切位移 1. 09×10－3m) ，

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试验参数 a，b 得表 1。由初始

剪切刚度 ksi( 单位 kPa·m－1 )

ksi = kγw
σn

pa
( )

n

ksi =
1
a( ) ，两侧取对数得式( 3)

log10
1
a( ) = log10( k·γw ) + nlog10

σn

pa
( ) ( 3)

pa 为 标 准 大 气 压 101. 4kPa，γw 为 水 的 容

重 9. 8kN·m－3，由

书书书

表 1 中 a 项数据带入( 3) 式，可由

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 k=2707，n=0. 64。
又由于破坏比 Ｒf 有式( 4) 的关系:

Ｒf =
τf

τu

= σn tanδ
τu

= bσn tanδ ( 4)

式中，τf、τu 为在法向应力 σn 时，滑动摩擦强度 τf，

拟合双曲线渐近线极值 τu ; δ 为接触面摩擦角。
将

书书书

表 1 中 b 和对应 σn 带入式( 4) 得到 4 个 Ｒf，

取平均值得 Ｒf = 0. 87。
在弹性假定下，没有达到滑移状态时，应力增量

{ Δσ} 与法向应变 { εn} 和相对剪切位移 { Δw} 关

系，见式(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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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lough 双曲线模型参数 a、b 值

Table 1 Clough hyperbolic model parameters a、b

σn 50kPa 100kPa 200kPa 400kPa

a / ×10－5 5. 9866 3. 7032 2. 5406 1. 5561

b / ×10－3 23. 59 11. 964 6. 0055 2. 9624

{ Δσ} =
Δσn

Δτs
{ } =

ke
n 0

0 ke
s









εn

Δws
{ } ( 5)

其中，ke
n 为接触面法向刚度; ke

s 为接触面切向刚度。

ke
s = 1 － Ｒf

τ
σn tanδ( )

2

ksi

= 1 － Ｒf
τ

σn tanδ( )
2

kγw
σn

pa
( )

n

ke
n 可取与土体接触的混凝土的压缩模量。

滑移状态: 法向应力 σn ＞ 0 ( 接触面间的应力

为压应力) 时，接触面处于滑移状态。接触面的剪

切应力按照滑动摩擦公式计算:

τ = σn fs ( 6)

式中，fs 为动摩擦系数 tanδ，由 4. 2 节可知接触面摩

擦角 δ = 36. 2°。

3. 2 原状土浇筑接触试验

试验方案: 试样混凝土养护达到强度要求后，进

行真空饱和，以保证不同试样间含水率均一。将试

样混凝土部分在下，使其进入下剪切盒，压入试样。
试样剪切速率、剪切位移等控制参数与重塑样相同。

图 5 浇筑型接触破坏面

Fig． 5 Casting contact undermine surface

3. 2. 1 接触面破坏特征

破坏面的形状完全不同于重塑接触面的破坏形

式( 图 5 ) 。破坏面发生在土体内部而不是接触面

上，水泥块上黏着土层厚 1 ～ 3mm。产生这种现象

的原因可能是采用了浇筑混凝土的形式制样，水泥

浆深入到土体中，不仅使得土与混凝土接触面上的

胶结强度大幅度提高，而且令渗入浆液的土体自身

强度也有了增强。
3. 2. 2 原状接触应力应变关系

3 个法向应力状态下的应力－应变关系主要特

征( 图 6) ，低法向应力有明显的应力软化现象，且随

着法向力的增大逐渐减弱，在位移 5°时，应力出现

波动。可能是因为局部剪切破坏带逐渐增大造成，

结构性土的结构性不断被破坏，由于这种破坏现象

的不均匀，造成应力突然增大或减小，但当位移足够

大时，剪切破坏带不再变化，接触面残余剪应力趋于

稳定。

图 6 不同法向应力下接触面剪应力－位移曲线

Fig． 6 Shear stress-displacement curves
in different normal pressures

由前文讨论可见两种不同形成方法的接触面破

坏特征有着显著的不同。压密接触软弱面 ( 层) 存

在于接触面上，而浇筑形成的接触面则发生在接触

面的土体内部，几乎消除了软弱面的存在。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桩基工程中使用后注浆技术来提高

承载力的原理。工程中采用浇筑形成岩土体的接触

面是可以显著消除软弱接触面的存在。因此，施工

工艺选择是否合理，对桩基承载力和工程的稳定性，

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

4 重塑与原状土剪切强度规律比较

4. 1 原状土接触与重塑土接触环剪试验强度比较

原状土接触试验得到的法向应力－剪切强度关

系 (

书书书

图 7) ，通过最小二乘方法拟合数据，可知 c 等

于 32kPa，摩擦角为 36°。与重塑土的接触试验数据

比较 c 值提高了 5 倍，摩擦角变化不大。出现这样

结果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是制样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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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浇筑接触面法向应力－剪切强度曲线

Fig． 7 Casting contact normal stress-shear strength curve

引起的，水泥浆液的硬化增强了黏聚力而对摩擦角

的影响不大; 第二方面，由于重塑土环剪试样消除

了土体的结构性，颗粒间的胶结作用被消除，因此造

成黏聚力 c 值减小。

4. 2 原状土三轴剪切强度、原状土的接触环剪比较

原状土的接触试验指原状土与混凝土接触环剪

试验，原状土三轴试验指用原状土体制成圆柱形三

轴试样，完成的固结排水三轴剪切试验。原状土接

触试验与通过常规三轴试验得到的数据 (

书书书

图 8 ) 对

比，c 值稍小( 三轴试验 c = 62kPa) ，摩擦角较大( 三

轴试验 φ= 20°) ，二者均有一定差距。之所以做这

样比较，源于原状土接触环剪试验和原状样三轴试

验的破坏面都发生在土体内部。

图 8 固结排水三轴试验轴向应力－应变曲线

Fig． 8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axial stress-strain curves

笔者认为产生这种差距现象原因可能是: 通过

三轴试验得到的剪切强度参数是依据弹性力学理论

换算得到，试样的实际破坏形式是中间鼓胀，轴向发

生较大变形，没有明显的剪裂面，此时的剪切强度不

是由于某个面上剪应力达到极限强度，而是在三向

主应力作用下发生大变形的一种等效强度; 环剪试

验得到的剪切强度是一种实际应力的量测，它真实

地反应了剪切破坏面上的应力应变关系。
因此，在已知剪切破坏面形式和位置时，如边坡

的破坏滑动面或桩侧的破坏面，采用环剪测得剪切

应力应变参数更加可靠。而在变形分析为主时，如

地基的沉降或边坡的变形，剪切强度是一种等效指

标时，采用三轴剪切强度则是更为有效的方法。

4. 3 重塑土、土与混凝土接触试验剪切强度特征

重塑土试样数据点，通过最小二乘直线拟合得

到的黏聚力为 15kPa，内摩擦角 36. 2°。而重塑土与

混凝土接触试样的数据点，用相同方法处理得到的

黏聚力为 6kPa，内摩擦角 36. 6°。二者相对关系如

图 9 所示，摩擦角比较接近，重塑土的黏聚力是重塑

土与混凝土接触面的两倍多，差距明显。
可见在扰动土也就是工程中回填土与混凝土的

接触面上黏聚力几乎可以忽略，而摩擦角取接触面

周围土体环剪试验得到的内摩擦角即可。

图 9 重塑土、土与混凝土接触法向应力－剪切强度曲线

Fig． 9 Ｒemolded soil and soil-structure interface
normal stress-shear strength curves

5 结 论

( 1) 接触面的强度特性与接触面的形成方式密

切相关。土体与混凝土的接触面采用浇筑形式形成

时，接触面上的土体会由于水浆的渗入形成强度较

高的一个薄土层带，此时接触面破坏发生在土体内

部，摩尔－库伦强度参数黏聚力 32kPa，摩擦角 36°，

接触面的黏聚力不能忽略。而当接触面采用压密方

式形成时，强度参数黏聚力 6kPa，摩擦角 36. 2°，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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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面的黏聚力近似可以忽略。
( 2) 昔格达组粉砂岩重塑土与混凝土接触面应

力应变关系，Cough-Ducan 双曲线模型切向刚度参

数 Ｒf = 0. 87，k = 2707，n = 0. 64，δ = 36. 2°。同理也

可以得 到 原 状 粉 砂 岩 的 接 触 面 特 性 参 数 Ｒf =
0. 79，k = 3605，n = 0. 66，δ = 36°。

( 3) 接触面剪切变形与法向变形存在关联现

象。在随着法向应力的增加关联效应加强，在法向

应力在 400kPa 时，最大法向变形高达 6. 8%。
( 4) 接触面的应力－应变关系出现软化还是硬

化和法向应力大小相关。这种软化现象随着法向应

力的增加逐渐减弱，直到消失仅表现为硬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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