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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形状对不良级配碎石集料剪切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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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碎石颗粒的形状对于集料的整体剪切性能有很大的影响，而现有的研究缺乏对于不规则块体颗粒形状的定量评价指

标。利用离散元软件 PFC2D（Particle flow code, 2D）研究，提出了不规则块体的生成方法，建立了平面双轴剪切试验条件，
通过对比室内试验结果完成了对模型的验证以及细观参数的选择。通过对块体进行分割后得到的多边形相邻顶角的差值进行
分析，改进了棱角度指数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颗粒形状对于级配不良的碎石集料的力学性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棱角度指数受划分边界数的影响较大，随着划分密度的增加，棱角度指数不断减小并趋于稳定；随着轴向应变的增加，碎石
集料的剪应力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增加，曲线的形态受颗粒形状影响较大，除球形颗粒外，其他形状颗粒集料均呈现出应变
硬化的特性。在棱角度指数较低时，抗剪强度和内摩擦角缓慢增加，而当棱角度较大时，抗剪强度指标则增加较快，可以通
过幂函数进行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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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article shape on the shear behavior
of open-graded crushed aggregate
WANG Peng-cheng1, 2, LIU Jian-kun1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2. Railway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Railway Science,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shape of crushed rock particle greatly influences the shear behavior of crushed aggregate. However few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ndices were proposed. PFC2D (Particle flow code, 2D) was utilized in this paper to simulate the biaxial shear condition
and the randomly shaped polygon particle generation method was studied based on clump logic. By comparing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numerical model was validated and the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The angularity index was modified based on current
research by dividing the clumped particles into polygons. The effect of particle shape on the shear behavior of open-graded crushed
aggregate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I (Angularity Index)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partition density, AI
increased and became stable with partition density. The shear strength increased nonlinearly with the axial strain and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ve was obviously affected by particle shape, except ball particle, all the aggregate showed
shear hardening. The shear strength and friction angle increased slowly when AI was relatively small before pronouncedly increased
with AI, the relationships can be fitted with power function.
Keywords: particle shape; shear behaviour; angularity index;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1 引 言

碎石间的孔隙间的空气对流对路基进行主动降温，
保护冻土[13]。碎石集料的力学性质对于各类构筑物

作为松散的颗粒体材料，碎石集料广泛应用于

的长期稳定性以及服役性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交通土建工程中，级配良好的集料可以作为铁路道

而影响碎石集料力学性质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外部

砟、公路路面基层以及坝体的填料，在冻土地区，

荷载条件以及集料自身性质。针对岩土材料的研究

级配不良的碎石集料还作为碎石路基的填料以利用

往往将集料作为连续介质对待，数值模拟方面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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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有限单元法或者有限差分法等，忽略了级配、

为中心， r2 为半径自 OP1 旋转  2 至 OP2 ，以此类推

颗粒强度以及形状等集料内部因素的影响。

得到多边形的全部顶点，其中旋转半径的大小根据

大量的研究表明，颗粒的形状对于集料的整体
力学性质有着很大的影响，随着颗粒形状的变化，

颗粒的粒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随机选取，各顶点的
坐标可采用下式计算：

颗粒之间的嵌挤和摩擦均发生明显的变化，进而提

j

x j  x0  rj cos(  j ) 
1


j
y j  y0  rj sin(  j ) 

1

供不同的整体强度[48]。对于颗粒形状影响的研究手
段主要包括结合视频成像技术的室内试验以及数值
模拟。Pan[9]利用视频成像技术研究了粗颗粒几何形

（1）

态对于混合料强度以及变形特性的影响。Qian[10]利
用视频成像技术分析了道砟的劣化特性并结合数值

P2

软件研究了不同受力条件下道砟的力学性质。数值
模拟方面，考虑到集料的松散离散特性，离散单元

r2

法获得了大量的应用，其中基于离散单元法的颗粒

r3

P3

流软件 PFC（Particle flow code）应用较为广泛。由

3 2
4 O
5

于球体单元是 PFC 中模拟颗粒的基本单元，与真实
的碎石颗粒形状相差较大，针对碎石集料颗粒流模
r4

拟的大量研究也都考虑这一影响。Indraratna[11] 和
P4

Lu[12]等均基于 PFC3D 中的 clump 算法，提出了生成
不规则块体的算法，分析了道砟集料的力学性质，
通过与室内试验结果对比，认为所生成的块体单元

Fig.1

r1

P1

1

r5
P5

图 1 随机凸五边形生成
Randomly generated convex pentagon

能较好地模拟集料的力学行为。张翀等 [13] 利用
PFC2D 研究了双轴压缩条件下 4 种不同颗粒试样宏

下一步就是利用 PFC 软件的球形单元对于生

观特性随颗粒细观参数的变化关系。孔亮等[14]利用

成的多边形进行描述，针对每一个顶角都用多个半

PFC2D，生成 4 种不同外轮廓特征的颗粒组，分析

径不等的内切圆进行描述，如图 2 所示，相邻内切

了颗粒形状系数对类砂土材料宏观力学特性的影

圆的间距决定了块体表面的凹凸程度，最小内切圆

响。然而现有的基于颗粒流方法对于颗粒形状影响

的位置则决定了棱角的尖锐程度。如图 3 为对不同

的定量分析往往针对相对规则的外轮廓块体，对于

多边形块体各顶角均用圆球单元描述后，黏结而成

不规则的形状则缺乏明确的评价指标。

的不同形状的 clmup 块体。

本文通过 PFC2D 软件建立了应变控制式平面双
轴试验条件，结合软件内置的 clump 算法提出了二
维条件下不规则碎石颗粒的生成方法，同时基于文
献[9]对于颗粒形状的研究改进了棱角度指数的概
念作为评价指标，定量地研究了碎石形状对于整体
剪切特性的影响。

2 块体形状评价指标
2.1 多边形块体的生成
PFC 软件中的 clump 算法就是将多个基本的球

Fig.2

图 2 顶角的颗粒描述
Description of angle with balls

形单元黏结成其他外轮廓的刚体单元，刚体内部球
体之间没有力的作用，也不会发生破碎或者脱离。

2.2 棱角度指数

对于二维颗粒流计算过程而言，不规则块体的生成

Rao 等 [15] 为了分析颗粒形状对力学性质的影

过程可以简化为生成如图 1 所示的多边形的过程。

响，基于块体单元研发了图像分析系统并提出了棱

具体而言：以点 O（ x0 , y0 ）为多边形块体的中心，

角度指数 AI（Angular index）的概念，可以准确地

向任意方向做长度为 r1 线段，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

对颗粒的轮廓进行描述。然而，此概念的应用仅针

1 ，其端点就是多边形的第 1 个顶点 P1 ，再以 O 点

对块体单元，
在颗粒流方法中应用需要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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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12

结合球形体单元特点以及本文提出的块体生成方

NP11

NP1

法，本研究对棱角度指数的概念进行了改进。

1

受球形曲线轮廓的影响，黏结而成的多边形并

NP10

不规则，难以直接描述，此时首先需要将多边形的

3

NP9

轮廓线等分为 n 份，以中心点 O 为圆心、任意方向

NP8

NP4

度，与多变形轮廓相交的相邻两点连线（ NP1 ，NP2 ，

NP5

， NPn ）
，则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多边形，新

的多边形相邻两个顶角（ 1 ，  2 ，  3 ，

NP7

， n ）

NP6

图 4 块体划分示意图
Fig.4 Clump partition

之间的差异就可以反映此处的棱角度，差异程度由

 表示，计算公式为

 i  i 1  i

（2）

， n  1 ； 范围为 0°～180°，

数值越大，表示此处的差异越大。以 10°为公差统
计  的概率分布，据此定义棱角度指数为
n

AI   ( i  Pi )

（3）

i 1

50

形状 A
形状 B
形状 C
形状 D

40

棱角度指数

式中： i  1，2，

NP3

4

的一定长度的边为半径连续旋转 n 个 360° / n 角
NP3 ，

NP2

2

30
20
10
0

式中：  i 为第 i 个区间内  的的平均值； Pi 为第 i
个区间的分布概率。
对于球形而言，相邻的顶角均相等，其棱角度

0

10

20

30

40

50

边界数

图 5 边界数对棱角度指数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edge numbers on AI

指数 AI  0 ，如图 4 所示为对图 3 所示的块体 1 进
行 12 等分后得到的 12 边形。
棱角度指数受划分的密度影响较大，针对如图
3 所示的 4 种块体形状，计算了划分密度分别为 12
边、24 边、36 边和 48 边时的棱角度指数，计算结
果如图 5 所示。

在划分密度较小时，棱角度的计算值有较大的
差异，而随着划分密度的增加，棱角度指数在减小，
当密度大于 36 时，趋于相对平稳，同时不同形状之
间的差异也趋于明显，考虑到划分与计算效率，本
研究采用 36 边对应的棱角度指数来表示颗粒不同
颗粒的形状，
并进一步研究形状与力学性质的影响。

3 离散元模型的建立
为了对数值模型的参数进行标定，进行了粒径
为 2.54～3.81 cm 的花岗岩集料在围压为 55.1 kPa
条件下的室内大型三轴试验，试样的高度为 61 cm，
(a) 块体 1

(b) 块体 2

底面直径为 30.5 cm，试样的孔隙比约为 0.68，剪切
速率约为 0.1 mm/s。将试样分 3 次装入试模桶，并
分别振动击实，试验仪器以及材料如图 6 所示。
同时，利用 PFC2D 建立了碎石集料的平面双轴
剪切试验条件，用两个墙体单元模拟上、下边界，
两个墙体模拟两侧边界，通过伺服程序调节侧边界

(c) 块体 3

(d) 块体 4

图 3 生成的 clump 块体
Fig.3 Generated clumps

的位置以保持稳定的围压，通过控制上、下墙体的
同时相对运动控制试验的加载过程，具体的伺服控
制过程在笔者之前的研究有详细描述[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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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试验
球形
形状 A
形状 B
形状 C
形状 D

300
250

剪应力/ kPa

2201

200
150
100
50
0
0

(a) 试验仪器

Fig.6

1

2

3

4

5

剪切应变/ %

(b) 试验材料

图 6 试验仪器与材料
Experimental apparatus and material

在试样生成时，首先生成粒径为 2.54～3.81 cm、

图 7 应力-应变曲线
Fig.7 stress-strain curves

如图 8 所示为按摩尔-库仑准则整理得到的不

孔隙比为 0.68 的球形颗粒试样，然后将球体单元信

同形状碎石集料的强度曲线，随着围压的增加，抗

息导出，包括球体的半径和球心的位置，以球心为

剪强度显著增加，曲线的斜率即为内摩擦角的正切

多边形块体的初始点生成块体并替代球体单元，再

值，其大小随着形状的变化也明显不同。

根据生成块体的面积和目标孔隙率删除部分块体，
1 000

散元模拟过程中颗粒之间采用线性接触刚度模型，

800

包括接触的切法向刚度以及摩擦系数。表 1 为本文
所选取的碎石颗粒的主要计算参数。

切向刚度

颗粒密度

/ (MN/m)

/ (MN/m)

(g/cm3)

500

500

/

球形
形状 A
形状 B
形状 C
形状 D

600
400
200

表 1 颗粒计算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particles
法向刚度

抗剪强度/ kPa

经过压实以及围压的调整完成最终试样的生成。离

0
0
摩擦系数

2.65

0.5

50

100

150

200

250

围压/ kPa

图 8 抗剪强度线
Fig.8 Shear strength curves

对于上下墙体，其法向刚度为 1 GN/m，对于
侧向墙体而言，为了保证计算平稳，其刚度要有一
定的衰减，确定为球体刚度的 0.1 倍。

4 计算结果
为了与室内试验进行对比，所有的数值模型的

在验证了模型正确性的基础上，利用块体颗粒
随机生成方法黏结了 20 种不同形状的颗粒，并分别
计算了颗粒的棱角度指数。在此基础上，计算了颗
粒形状对集料抗剪强度特性的影响，利用棱角度指
数进行了定量评价。在围压相同条件下，随着棱角

终止轴向应变均为 5%，剪切速率也与室内试验保

度指数 AI 的增加，抗剪强度不断增加，整体而言，

持一致。

当 AI  10 以后，增加的幅度也在变大（见图 9）
，

如图 7 所示为室内试验以及数值模型计算得到

可以用幂函数进行拟合为

的不同的块体形状碎石集料的应力-应变曲线，
与室

  130.42+1.59 AI 1.37 ,  3  68.9 kPa 

内试验结果对比，数值模型的计算结果基本可以描

  322.12+1.55 AI 1.53 ,  3  137.8 kPa 
  557.7+0.54AI 1.89 ,  3  206.7 kPa 

述曲线的主要形态，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同时，
不同的颗粒对于曲线的形态以及剪切强度都有较大
的影响。整体而言，曲线高度非线性，初始剪切阶
段线性较为明显，而随着剪切应变的增加，除球形
颗粒的集料在应变达到 2.5%以后应力增加不是很
明显以外，块体集料的剪应力均不断增加，没有明
显的峰值剪应力，呈现出应变硬化的特点。



（4）

图 10 为计算得到的颗粒的棱角度指数对于集
料整体内摩擦角的影响。内摩擦角的整体变化幅度
较小，随着 AI 的增加，内摩擦角也在不断增加，其
关系同样可以用幂函数进行拟合，具体关系式为

  70.15  0.04AI 1.5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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