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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软土普遍具有结构性与流变特性。以天津滨海新区吹填场地有一定结构性的吹填软土为研

究对象，通过三轴流变试验仪，开展了排水条件以及结构性对其流变特性影响的研究。试验结果

表明，排水条件对流变有明显影响。不排水时，流变变形大；排水时，虽然总变形量大，但固结

变形占较大比例，流变变形比例小，实际工程实践中可通过增加土体的排水条件减少流变的影响。

结构性对土体流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受外部荷载与结构屈服应力大小之间的关系。当外荷载小

于结构屈服应力时，流变变形小；当外荷载大于结构屈服应力时，伴随着土结构的破坏，流变变

形明显增大，但还是小于同条件下无结构性的重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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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t soil has structural and r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usually. Through three triaxial rheological test, the 

paper studied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effected by drainage conditions and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structural soft 

dredger fill in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rainage conditions do have an obvious effect 

on r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conditions without drainage, rheological deformation is obvious; on the con-

trary, although the total amount of deformation is huge, rheological deformation has a small proportion, so we can 

reduce the rheological effect by improving the drainage conditions of soil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Effect of struc-

ture on rheology mainly refl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ernal load and the structure yield stress. When the 

external load is less than the yield stress, the rheological deformation is small; on the contrary situation, rheological 

deformation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ccompanied by the damage of soil structure, but it is still smaller than un-

structured remodeling soil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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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是一种三相体系介质，其粘滞性已是一致公认

的基本特性，而软粘土表现得尤为明显[1]。国内外许

多学者对其流变特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

Singh等[2] 、MESRI G[3]、王常明等[4]、陈晓平等[5-6]、

雷华阳[7]、殷宗泽等[8]、于新豹[9]、张芳枝[10]、章定

文[11]、师旭超[12]、陈晓平[13]、高彦斌[14]、顾中华[15]、

周秋娟[16]、刘汉龙等[17]、冯志刚等[18]、刘汉龙等[19]

都对土体流变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以上研究主要

基于自然沉积的土体，对人工吹填的软土研究不够。

另外，对于土体流变特性，虽有学者开展了排水条件

影响的研究，但对于结构性影响则未有文献报到。本

文以天津滨海新区经过真空预压处理的有一定结构

强度的吹填软土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结构性与排水

条件的影响，研究其流变特性，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1  吹填软土基本性质 

试验样品为原状样及其相应的重塑样，取自天津

滨海新区临港工业区经过真空预压处理的吹填场地，

其物理力学性质如表 1，一维压缩曲线见图 1，三轴

压缩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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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吹填软土的物理力学性质 
Table 1  Basic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oft dredger fill 

含水量/% 天然密度/(g·cm-3) 孔隙比 液限/% 塑限/% 塑性指数 压缩系数/MPa-1 压缩模量/MPa

55.5 1.72 1.495 42.4 21.4 21.0 1.067 2.305 

 

 

图 1  一维压缩曲线图 

Fig.1  One-dimensional compression curve 
 

 

图 2  三轴压缩压缩曲线图 

Fig.2  Three-dimensional compression curve 

由表 1可以看出，天津滨海新区经过真空预压处

理的吹填软土为高含水量高塑性指数软土。由图 1

可以看出一维压缩曲线原状土与重塑土形状区别明

显，重塑土近乎直线，而原状土为曲线，可以用折线

来拟合，即曲线存在转折点，此点即为压缩结构屈服

应力。由图 2三轴压缩曲线知，原状土峰值强度明显

高于重塑土，原因也是结构性作用的结果。对于三轴

压缩试验，其结构屈服应力为三轴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上台坎处对应的应力，对于不明显出现台坎时，本文

按文献[20]方法，将曲线变换为线性表示法，当变换

后拟合为一条直线时，不出现结构屈服应力，拟合为

两条直线时，其交点应为结构屈服点。在此特别注意，

重塑土也可能会出现拟合为两条直线的情况，但此时

应为重塑土作为材料本身所具有的屈服应力，此值小

于原状土，差值为三轴压缩结构强度的大小。3种围

压下结构屈服应力差别不大，在 8~10 kPa 之间。另

外，排水条件下的峰值强度明显高于相应条件下的不

排水条件下的峰值强度，说明排水条件也影响土体的

强度。不同的试验条件下所得到的峰值强度为相应的

流变试验破坏控制值。总之，排水条件以及结构性对

土体工程性质有明显影响。 

2  流变试验方案 

流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内因素和外因素之

分。内因素主要为物质成分，对于结构性土，结构性影

响也是内因之一。外因素如排水条件、围压、应力水

平等。目前天津滨海新区吹填场地最大深度在 10 m左

右，为了使研究的成果更符合现场工程实际，所采用

的最大围压为 100 kPa。为了研究排水条件对流变的

影响，本文开展了不固结不排水流变试验以及不固结

排水流变试验。对于结构性对流变特性的影响，本文

在对试样进行原状土流变试验的同时，还对同一土样

的相应重塑土进行了流变平行试验。试验仪器采用 TSS10

土体三轴流变试验仪，具体试验方案见表 2及表 3。 

表 2  不固结不排水流变试验方案 
Table 2  Unconsolidated and undrained rheological test method 

围压/kPa 偏应力施加过程 q/kPa 备注 

原状土 5 10 15 20 27.5  
50 

重塑土 5 10 15 20 25  

原状土 5 10 15 20 25 30 
75 

重塑土 5 10 15 20 25  

原状土 5 10 15 20 27.5 35 
100 

重塑土 5 10 15 20 27.5  

 
最后一级为破

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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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固结排水流变试验方案 
Table 3  Unconsolidated and drainage rheological test method 

围压/kPa 偏应力施加过程 q/kPa 备注 

原状土 5 10 20 40 80 100 120 150 200   
50 

重塑土 5 10 20 40 80 100 120 150    

原状土 5 10 20 40 80 100 120 150 200   
75 

重塑土 5 10 20 40 80 100 120 150    

原状土 5 10 20 40 80 100 120 150 200 250 300 
100 

重塑土 5 10 20 40 80 100 120 150 200   

最后一

级为破

坏值 

 

3  不排水流变试验成果与分析 

试验过程不排水，是为了避免排水条件的影响；

采用原状土与重塑土进行对比试验研究结构性对流

变的影响。 

3.1  流变历时曲线 

本文采用分级加载的方式进行流变试验，用“陈

氏法”[21]进行数据处理，所得试验成果如图 3、图 4。 

图 3、图 4表明，结构性的存在，使原状土与重

塑土流变特性差别明显。本文研究的吹填原状软土的

结构屈服应力比重塑土的屈服应力大的不多，在低于

结构屈服应力(8~10 kPa)的情况下，两种状态的土变

形差别不大；超过结构屈服应力(10 kPa)时，随着应

力水平的提高，重塑土变形明显大于原状土。主要是

外力低于结构屈服应力时，结构性得不到发挥，而重

塑土依靠自身的屈服应力也能抵抗一定的外力，因

此，两者差别不大。当外力超过结构屈服应力时，原

状土结构的破坏是一个过程，表现为其抵抗外力的能

力逐渐减小，但还是大于重塑土，因此，相同应力水

平下的变形量总是小于重塑土，最终的破坏应力水平

大于重塑土。 
 

 
图 3  50 kPa围压流变曲线图 

Fig.3  Rheological curve of 50 kPa confining pressure 

 

图 4  100 kPa围压流变曲线图 

Fig.4  Rheological curve of 100 kPa confining pressure 

 
3.2  孔隙水压力随时间变化 

在流变试验的过程中对孔隙水压力的变化进行

了实时观测，成果如图 5、图 6。            
 

 

图 5  50 kPa围压下孔压历时曲线图 

Fig.5  Pore pressure curve of 50 kPa confining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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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00 kPa围压下孔压历时曲线图 

Fig.6  Pore pressure curve of 100 kPa confining pressure 
 

图 5、图 6表明：在同一围压下，随着偏压的增

大，孔隙水压力也随之增大。第一级孔隙水压力增加

值最大，接近围压大小；随后随着偏压的均匀增大，

孔隙水压力基本上均匀增加；最后随着偏压的增大，

孔隙水压力达到最大值，土体中有效应力很小而破

坏。 

从图 5、图 6还可以看出，围压与偏压相同的情

况下，原状土的孔隙水压力大于重塑土的孔隙水压

力。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原状土在结构屈服应力附

近，其孔隙水压不是全“硬化型”，还会出现微弱的软

化再硬化现象，重塑土基本都维持硬化现象。 

上述现象可用土的结构性来解释，原状土有一定

的结构性，在偏应力小于结构屈服应力情况下，结构

性的存在，抵抗变形能力强，孔隙连通性好，在外荷

载的作用下，孔隙水压力上升快且数值大；当偏应力

逐渐超过结构屈服应力时，土结构也逐渐破坏，大孔

隙破损，孔隙数量增多，总体连通性变差，孔隙水压

力就增加不明显。再继续增大偏压时，由于结构的彻

底破坏，原状土体也逐渐接近重塑土，因而孔隙水压

力呈现均匀增大趋势。重塑土可近似认为无结构性，

各向异性不明显，连通性差，在外力作用下，土颗粒

抵抗变形能力差，外力大多转换为孔隙水压力，因此，

在偏压作用下孔隙水压力很快增大。再后来，随着压

力的缓慢增加，孔隙水压力也缓慢增加，但其数值总

小于结构性原状土。 

4  排水流变试验成果与分析 

本节进行了流变过程中排水试验，主要研究排水

条件对流变的影响；同时进行相应的重塑土试验，研

究结构性的影响。 

4.1  排水流变历时曲线图 

流变过程中排水时，原状土与重塑土流变历时曲

线如图 7、图 8。 
 

 

图 7  50 kPa围压流变曲线图 

Fig.7  Rheological curve of 50 kPa confining pressure 

 

 

图 8  100 kPa围压流变曲线图 

Fig.8  Rheological curve of 100 kPa confining pressure 
 

图 7、图 8表明：排水流变变形主要表现为两头

大，中间小。即在第一级偏应力作用下，变形量大，

接近破坏时的后几级变形量也大。排水流变总变形量

小于同条件下的不排水流变总变形量，但第一级小偏

压下的变形比同样应力状态下的不排水流变变形大。

根据对排水流变过程水流量的研究，发现第一级变形

量最大，主要原因是与自由水的排出有关。在第一级

偏压作用下，土体在略超过等向压力的条件下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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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自由水排出，使固结变形占总变形量的比例很

大。经过第一级的流变排水，这时能排出的自由水已

经很少，土体抵抗小偏应力的能力增强，因此，随着

偏应力的增加，其后几级流变变形小。最后几级流变

量反而又增大，这是因为此时土体无法抵抗高偏应

力，所以表现大变形，然后会很快进入破坏阶段。 

比照原状土与重塑土还发现，原状土的流变变形

量小于重塑土的流变变形量。与不排水流变比较，他

们的变形量都很小，但其破坏应力水平明显高于不排

水流变。原因还得从土的结构性来解释，流变过程中

水的排出，使偏应力逐渐变为有效应力。有效应力的

增加，使土体的单元体连接变得更为紧密。土体的结

构性比以前明显增大，即原状土的结构屈服应力增

大，而重塑土也会变为有少量结构强度的结构性土，

屈服应力增大，所以流变破坏的偏应力都比不排水流

变大得多。 

4.2  各级偏应力水平下排水量与时间关系曲线 

排水流变过程中，排水量历时关系曲线如图 9、

图 10。 

图 9、图 10 表明：在同一围压下，随着偏压的

增大，排水量也随之增大。第一级偏压下排水量最大，

占总排水量的 70%；之后，随着偏压的均匀增加，排

水量也基本均匀增加，但增加的量很小。随着围压的

增大，排水量也逐渐增大，道理与偏压的增加一致。

上述现象可做如下解释：排水流变开始时，基本上是

在围压的作用下进行等向固结的过程，自由水大量排

出，所剩不多。之后，随着偏压的增大，有效应力增

大，剩余的自由水缓慢排出。再之后，也就表现为排

水量逐渐均匀增加，但增量很有限，有时可忽略，固

结基本结束后，进入以蠕变为主的阶段，排水量也就

基本上不再变化。相同的条件下，重塑土排水量随时

间的增加，其增量大于原状土，最终两者基本接近。

该现象也可从土的结构性进行解释：重塑土由于结构

性弱，抵抗变形能力差，而原状土由于具有一定的结

构性，抵抗变形的能力就强，根据有效应力原理，当

土中有效应力小时，孔隙水压力就高，在排水条件下

流量就越多。因此，流变开始几级重塑土排水量比原

状土大。后来，随着偏压的增大，原状土原生结构有

所破坏，并有新的结构形成，此消彼长，总体上结构

性有所增强。重塑土因为初始结构性弱，随着排水的

增加，结构性增加快，变为有结构性土，最终其大小

与原状土相差不多，抵抗变形的能力就接近，所以，

随着偏压的增大，流变后期原状土的排水量与重塑土

接近。 

 

图 9  50 kPa围压下排水量历时曲线图 

Fig.9  Drainage amount curve of 50 kPa confining pressure 
 

 

图 10  100 kPa围压下排水量历时曲线图 

Fig.10  Drainage amount curve of 100 kPa confining pressure 
 

5  结 论 

a. 对于有结构性的软土，结构性对其流变有显

著影响。应力低于结构屈服应力时，流变变形小；应

力高于结构屈服应力时，随着结构的逐渐破损，流变

变形明显增大，但还是小于无结构性的重塑土。 

b. 排水条件对软土流变亦有明显影响。无排水

的情况下，流变变形量大；排水时，虽然总体变形量

大，但固结变形所占比例大，流变变形量小，工程实

践中可以考虑增加土体的排水路径，让土体尽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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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从而减少流变破坏的可能。 

c. 本文研究的结构性与排水条件对流变的影响

没有考虑到他们之间的耦合，进一步研究其耦合作用

对软土流变的影响将是下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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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将地下水系统理解为地下水含水系统、地

下水流动系统或者认为同时包含两者，都是不妥的。

将地下水流动系统理论等同于地下水系统理论也是

不妥的。 

3.3  地下水系统分析的三个基本原则 

现代科学系统论有三个基本原则：整体性原则；

最优化原则；模型化原则。这三个原则也应当贯穿于

地下水系统分析与研究中。 

整体性原则，也即把对象作为由各个组成部分构

成的有机整体，研究整体的构成及其发展规律。 

最优化原则，也就是说，研究系统的目的在于调

整系统结构，协调各要素关系，使系统达到优化目标。

系统论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系统的特点和规律，更

重要地还在于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

造或创造一个系统，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人的目的

需要。研究地下水系统的目的也在于此，目的是使地

下水系统的发展符合人的目的需要。 

模型化原则也即运用系统方法时，一般要设计出

系统模型来代替真实系统，通过对系统模型的研究来

掌握真实系统的本质和规律。 

4  结 语 

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在拓展人们的视野的同时，

往往也就开始在禁锢着、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地下水

流动系统和地下水含水系统的提出在使人们摆脱了

长期统治水文地质界的“含水层思维”的同时[1-2]，

也开始禁锢人们的思维。在提到地下水系统时，人们

的思想与观念被地下水流动系统和地下水含水系统

的概念所局限，而不能突破。地下水含水系统与地下

水流动系统，仅仅体现系统论整体性的一面。系统论

强调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

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规律性，并优化系统的整体功

能。笔者认为重新界定地下水系统的内涵以及明确地

下水系统的研究内容对发展与丰富地下水系统理论，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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