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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合成透明土材料在支撑岩土工程可视化模型试验技术领域得到了良好的应用。然而，关于该新型材料的动力特
性研究仍相对缺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动力相关模型试验中的推广应用。基于共振柱、动扭剪试验仪器，开展人工合成
透明砂土的动变形与动强度特性试验研究，并与天然砂土及福建标准砂的相关动变形与动强度特性进行对比分析；透明砂土
由折射率一致的熔融石英砂和混合油配制而成，混合油由 15 号白矿物油和正 12 烷按比例混合而成。试验测定并分析了透明
砂土的动剪切模量-应变、阻尼比-应变、动剪切模量-阻尼比等关系曲线，以及孔压、动强度特征。试验结果表明，由熔融
石英砂与混合油配制而成的透明砂土的动变形和动强度特性与天然砂土相似，可以模拟天然砂土材料开展动力相关模型试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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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dynamic properties between transparent sand and natural 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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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nthetic transparent soil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support technology of geotechnical visualization.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its dynamic properties is relative little, limiting its application in dynamic correlation model test. In this study, dynamic
deformation and strength of transparent sand are examined by resonant column test and dynamic torsional shear test. The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natural sand and Fujian standard sand. Transparent sand is manufactured by fused quartz and oil mixture
with the same refraction index by Norpar® 12 and Drakeol® 15. The curves of dynamic shear modulus-strain, dynamic
damping-strain, dynamic shear modulus-damping ratio, pore pressure, and dynamic strength a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dynamic
properties of natural sand and Fujian standard sand are also shown for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parent sand has similar
dynamic behaviors as natural sand. Transparent sand shows a great potential as a substitute for natural sand, and it is expected to be
widely used in dynamic model tests.
Keywords: transparent soil; dynamic shear modulus; damping ratio; dynamic strength; resonant column test; dynamic torsional shear
test

（fused quartz）两种材料逐渐成为模拟土颗粒的最
常用的两种透明固体材料。其中无定形二氧化硅颗

引 言

1

人工合成透明土材料结合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可以模拟 天然土并可视化观 测土体内部的位 移
[15]

场

[6]

[7]

、渗流场 以及温度场 等问题；结合土工离
[8]

心机试验技术，还可以观测其应力场问题 。
无定形二氧化硅（silica gel）和熔融石英砂

粒相对更适合制配模拟天然黏土，熔融石英砂颗粒
相对更适合制配模拟天然砂土[9]。由于该两种材料
的折射率分别为 1.447 5 和 1.458 5，无机水溶型溶
液的折射率相对不容易达到，且可以达到的溴化钙
等溶液具有低毒、易析出等缺点；白矿物油和烷烃
混合组成的有机油溶型溶液逐渐成为制配透明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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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孔隙液体之一[10]。针对无定形二氧化硅制配

数字记录系统等 5 部分组成。试样为内径 30 mm、

成的透明土材料，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了其基本压缩

外径 70 mm 和高 100 mm 的空心圆柱试样，振动频

[11]

模量、剪切强度等静力特性

、动剪切模量与阻尼

率范围为 0.01～10 Hz，内外压力室最大侧向压力及

试验，并开展了振动作用下土与

孔隙水压力计量程为 1 000 kPa，竖向大位移与小位

[12]

比等动变形特性

[13]

结构相互作用模型试验应用

。针对熔融石英砂制

移计量程分别为±50 mm 和±1.5 mm，大角位移与小

配成的透明土材料，
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了固结试验、

角位移计量程分别为±40°和±1.0°，竖向荷载与扭

渗透试验以及直剪试验等分析其静力特性，并与天

矩传感器量程分别为 20 kN 和 50 N·m，剪应变和轴

[1417]

然砂土进行对比分析

；Cao 等

[18]

结合熔融石英

向应变的范围为 104～101[20]。

砂和水饱和试样进行了动三轴试验；Guzman 等[19]
也在高速颗粒贯入作用等方面开展了一些动力相关
的模型试验应用。但针对该材料的动力特性研究相

转速传感器
磁铁

对较少，从而一定程度上了影响了其在动力相关模

压力室
竖向位移传感器

线圈

型试验中的技术推广应用和机制分析。
本文结合目前模拟天然砂土最常用的熔融石英

试样

砂与白矿物油和烷烃混合组成的有机油溶型溶液制
配成的透明土材料。基于共振柱、动扭剪试验仪器，
开展其动变形与动强度特性试验研究，测定并分析
该透明土材料的动剪切模量与应变、
阻尼比与应变、
动剪切模量与阻尼比、
孔压以及动应力等关系曲线；
并与福建标准砂等天然砂土的相关动变形与动强度
特性进行对比分析。为基于透明土材料的岩土工程
动力相关可视化模型试验方法提供技术支撑。

2

图 1 GZZ-50 型共振柱试验仪实物图
Fig.1 Photo of GZZ-50 resonant column test equipment

室内试验概况

2.1 试验装置简介
在研究土体动力特性的共振柱、动三轴以及动
扭剪等三种试验中，当剪应变小于 104 时共振柱试
验的结果相对更为精确，当剪应变大于 104 时动三
轴试验和动扭剪试验的结果相对较为精确。本文试
验采用的电磁式共振柱试验仪器为南京工业大学和
溧阳市永 昌工程实验仪器有 限公司联合研制 的
GZZ-50 型共振柱试验仪，如图 1 所示。该仪器是
包括主机部分的扭转向激振器、压力罩、支撑与平
衡装置、管路系统以及压力罩的起吊装置等，和控
制部分的计算机、放大器以及加速度计等。试样为

图 2 动扭剪剪切仪实物图[20]
Fig.2 Photo of dynamic torsional shear test equipment[20]

 50 mm×100 mm 的实心圆柱试样，最大扭转力矩
和轴向最大激振力分别可达 100 N·cm 和 20 N，系

2.2 透明土制配及其基本静力特性
试验对象为目前研究中最常用的人工合成透明

统的最大振动频率可达 500 Hz，压力室最大侧向压

土材料，该材料由熔融石英砂与白矿物油和烷烃混

力 可 达 700 kPa ， 剪应 变 和轴 向 应变 的 范围 为
106～104。

合组成的有机油溶型溶液在相同折射率（1.458 5）
时制配而成，呈透明状（如图 3 所示）。其中，熔融

本文试验采用的动扭剪试验仪器是大连理工大

石英砂又称玻璃砂或烘烤石英砂，由徐州新沂万和

学与日本诚研社株式会社合作研制的土工静力-动
力液压三轴-扭剪多功能剪切仪，如图 2 所示。该仪

矿业有限公司生产，目前被广泛采用作为制配透明
土中的固体颗粒以模拟天然土颗粒，土粒相对密度

器由三轴室主机系统、液压伺服控制加荷系统、气

为 2.186，最大与最小干密度为 1.274、0.970 g/cm3，

水转换系统、
模拟控制系统及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

粒径范围为 0.074～1.0 mm，其颗分试验结果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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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已有文献中测定静力特性的颗分结果及可液

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当剪切应变相对较小时；

化区、强液化区的颗分结果也如图 4 所示。孔隙液

根据透明土材料制配的准则（固体颗粒材料与孔隙

#

体为 15 白油和正 12 烷组成的折射率为 1.458 5 的

液体的折射率一致）可知，水饱和试样并非真正的

混合油。试验过程中控制透明土试样相对密实度为

透明土样；由此可得，简单采用水饱和熔融石英砂

60%，静三轴试验所得该试样的内摩擦角为 48°，

试样进行相关透明土材料动变形特性测试是会造成

邓肯-张模型中的 K、n 和 Rf 值分别为 491.25、0.45

试验误差的。试验所得的透明土试样归一化动剪切

和 0.92；g、f 和 d 值分别为 0.39、0.59 和 3.48

[21]

。

模量与剪切应变关系，与天然土体的性质相似。
Zhang 等[22]
(围压为 100 kPa)
第四纪土
第三纪土
残积土

1.0

G/Gmax

0.8
0.6
0.4

油(本文)
水(Cao 等)[19]
Seed 等[23]
Vucetic 等[24]
Rollins 等[25]

0.2
0.0
106

图 3 透明砂土颗粒及穿透 3 cm 厚透明土清晰度照片
Fig.3 Photos of transparent sand and its transparency
through 3 cm thickness sample

105

104

103
102
剪切应变

101

100

图 5 归一化动剪切模量与剪切应变关系曲线
Fig.5 Curves of normalized dynamic shear
modulus versus strain

可液化区
强液化区

本文试验所得阻尼比与剪切应变关系如图 6 所

小于某质量的比例/ %

100
Ezzein 等[15]
Guzman 等[17]
本文所采用的颗粒

80

示，天然各类土体的实测结果也同时显示在图 6 中
作为对比分析。由图可知，本文所制配的透明土材
料的阻尼比值落在天然土体的阻尼比范围之内。

60
40
20

10
100

粒径/ mm

101

102

图 4 熔融石英砂颗分试验结果曲线
Fig.4 Curves of grain size results for fused quartz

本文测定透明砂土材料的动剪切模量 G、阻尼

8
动阻尼比/ %

0 1
10

Seed 等[23]
Vucetic 等[24]
Rollins 等[25]
本文实测结果

6
4

Zhang 等[22]
(围压为 100 kPa)
第四纪土
第三纪土
残积土

2

比  以及动强度时的围压均为 100 kPa。

3

0
106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动变形特性分析
将不同剪切应变条件下所获得的动剪切模量值
与最大剪切模量值的比值作为归一化动剪切模量，
归一化动剪切模量与剪切应变关系曲线如图 5 所
4

示。其中，剪切应变小于 10 的数据由共振柱试验
所得，
剪切应变大于 104 的数据由动扭剪试验所得。
参考文献[19]根据熔融石英砂与水饱和试样动三轴
试验所得结果，天然各类土体的实测结果也同时显
示在图 5 中作为对比分析。由图可知，水饱和试样
与油饱和试样所获得的动剪切模量与剪切应变关系

105

104
103
剪切应变

102

101

图 6 动阻尼比与剪切应变关系曲线
Fig.6 Curves of dynamic damping ratio versus
shear strain

本文试验所得阻尼比与归一化动剪切模量关系
如图 7 所示，天然各类土体的实测结果也同时显示
在图 7 中作为对比分析。由图可知，本文实测所得
结果介于文献[26]与[22]所得结果之间。由此可以
说明，利用熔融石英砂与白矿物油和烷烃混合组成
的有机油溶型溶液制配而成的透明土材料可以用
来模拟天然土体的动变形（动剪切模量与阻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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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达到零点状态时记录为一个有效应力循环。由
图 9 可知，剪切应力随着平均有效主应力值的增加

6

而增大，当平均有效主应力值 50 kPa 时，近似达到
验过程中的有效应力路径与参考文献[27]所得 Edo
砂结果规律相似。
2

本文实测结果
Ishibashi 等[26]
Zhang 等[22]

50
25

0
0.4

0.6

G/Gmax

0.8

应力/ kPa

动阻尼比/ %

最大值并基本保持不变。本文所得透明土材料在试
4

1.0

图 7 阻尼比与归一化动剪切模量关系曲线
Fig.7 Curves of dynamic damping ratio versus
normalized shear modulus

0
-25
-50
0

3.2 动强度及孔压特性分析
动强度是指在某一特定循环次数下使试样产生
破坏剪应变或达到液化状态时的循环剪应力幅值。

20

40
60
80
有效平均主应力/ kPa

100

120

图 9 实测典型有效应力路径
Fig.9 Typical measured path of effective stress

本文试样破坏标准，也选为试样的破坏剪应变幅值
达到 5%时所对应的动剪切应力[20]。试验过程中，
对透明土试样施加循环剪应力  d ，因此，透明土试

基于液化安全系数，参考文献[27]获得小应变
范围内砂土剪切模量 G1 与剪切应变  L 关系式为

样中所形成的动大主应力反向角  d 就会始终保持
在 45 °～  45 °之 间 ， 循 环 应 力 路 径 在  z 与
( z    ) / 2 的应力平面内就会为一条竖直方向的

直线。在理想情况下，均等固结的实测循环应力路

G1  1 300 L1.79

参照相同的方法，可以获得本文透明土材料的
剪切模量 G1 与剪切应变  L 关系式为
G1  154 L0.82

径在  z 与 ( z    ) / 2 应力平面内应为一条以原点
坐标为中变动的竖直线。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由于人为或者非人为的误差，这条竖直线可能会沿
着 x 轴方向有不同程度的平移，为较好反映应力路
径的偏移量，本文 x 轴范围选择-10～10 kPa。试验
中动扭剪实际应力路径如图 8 所示。

-10

-5

30

0

0

5
(z )/2/ kPa

围内，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如图 10 所示）。其中 Dr
为砂土相对密实度。
104

103

-60

图 8 动扭剪试验在  z - ( z    )/2 坐标系中的应力路径
Fig.8 Stress paths in  z - ( z    )/2 plane for
dynamic torsional shear test

G1  154 L0.82

102
101

10

-30

（2）

由此可见，透明土材料与天然砂土在小应变范

剪切模量 G1/ kPa

z / kPa

60

（1）

本文透明土
Toyoura 砂
Masado (Dr=57%)
Masado (Dr=85%)
Tokyo 砂

0

10
103

102
101
剪切应变 L

G1  1 300 L1.79
100

图 10 小应变范围内 G1 和  L 关系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G1 and  L
in small strain range

超孔隙水压力与振动周数关系曲线如图 11 所
示。由图可知，超孔隙水压力随着振动周数的增

动剪切应力与平均有效主应力关系曲线如图 9

加而增大，当振动周数达到 10 次后，超孔隙水压力

所示。与测试天然土方式一致，往返两次有效应力

最大值基本稳定在 90 kPa 左右，略小于围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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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kPa）
；超孔隙水压力的发展规律与常规天然
[20]

砂土

的规律一致。

切应变达到一定值后，G/Gmax 开始急剧衰减。阻尼
比随动剪切应变的增加而呈现先缓慢增长、后快速
增长的规律。这一规律与福建标准砂等天然砂土的

100

超孔隙水压力/ kPa

1939

动剪切模量和阻尼比的试验结果一致。

80

（2）本文所制配的透明土材料在动扭剪试验中

60

的有效应力路径、超孔隙水压力与振动周数关系等
与天然砂土的相关特性规律类似。小应变范围内，

40

透明土材料的剪切模量与剪切应变关系式与天然砂
土有一定差异。当振动周次较小时，在相同的振动

20

周次下，透明土材料的动强度大于福建标准砂的动

0
0

10
振动周数 Nf

5

15

20

图 11 超孔隙水压力与振动周数关系曲线
Fig.11 Curves of excess pore pressures versus
cyclic number

本文透明土材料的动强度与福建标准砂的试验
结果[20]的对比曲线如图 12 所示。由图可见，无论
是透明土还是福建标准砂，其动强度均随着振动次
数的增加而减小。福建标准砂的动强度试验结果随

强度。同时，透明土材料的动强度随振动周次增加
的衰减速率大于福建标准砂的衰减速率。
尽管本文对透明土材料的动变形和动强度特性
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是，更多的针对不同粒径、不
同孔隙液体以及围压情况下的动力特性仍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以期为基于该新型人工合成透明砂土
材料模拟天然砂土的动力相关模型试验应用，提供
一些参考依据和数据支撑。
参 考 文 献

着振动次数的增加下降较为缓慢，基本处于稳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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