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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毛细和吸附作用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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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非饱和土中孔隙水毛细和吸附作用的区分，得到了一种机制明确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模型。首先，假定两种
非饱和土的特殊状态，即只存在毛细作用的理想毛细状态和只存在吸附作用的理想吸附状态。分别给出了这两种理想状态的
抗剪强度模型，其中毛细作用的影响可表示为考虑气化过程的有效饱和度和吸力的乘积，吸附作用的影响可初步简化表示为
表观黏聚力的最大值。其次，利用二元介质模型，认为非饱和土中土-水作用是由这两种理想状态的不同权重组合而成。通
过气化概率分布函数，表示了实际非饱和土中两种理想状态的参与比重，建立了适用于较广吸力变化范围的非饱和土抗剪强
度模型。最后，通过与试验结果及当前流行的模型拟合结果的对比，验证了所建立的模型的合理性。研究表明，在考虑吸力
对非饱和土力学性质的影响时，应该区分吸力的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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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ar strength of unsaturated soils considering capillary and adsorptiv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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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shear strength model is proposed for unsaturated soils to consider the capillary and adsorptive mechanisms. Firstly,
two ideal states are defined for unsaturated soils, i.e., the ideal capillarity and adsorption states, which are only affected by capillary or
adsorptive mechanisms, respectively. Then the shear strength expressions of the two ideal states are proposed respectively. The
product of the effective degree of saturation and the suction considering the cavitation of water under the tension is selected as
variable for the ideal capillarity part, and the maximum apparent cohesion is selected as variable for the ideal adsorption part
preliminarily. Secondl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binary-medium model, the unsaturated soil is regarded as a media combined with
the two ideal parts by a participation function. The weight of each ideal part represented by participation function is dependent of a
cavitation probability variable. Then the new unsaturated soil shear strength with capillary and adsorptive mechanisms is established
for unsaturated soils, and applicable to a wide range of suction. Finally,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published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predicted results of the proposed and current popular models are carried out, which illustrate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roposed
model. Thus,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capillary and adsorptive mechanism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when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suction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y for unsaturated soils.
Keywords: unsaturated soil; shear strength; suction; capillarity; adsorption; binary-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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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土体的抗剪强度是工程实践中对土工构筑物进

行设计和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岩土工程实践中经
常会遇到非饱和土。非饱和土抗剪强度问题的关键
在于如何合理的考虑吸力或饱和度对抗剪强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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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众多的研究者已给出了多种抗剪强度模型。然

式中： 为土体的总吸力； cp 为毛细作用（capillary

而由于对非饱和土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

potential）部分，包含水-气交界面的曲率和毛细现

和混淆[1]，目前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简单实用的非
饱和土抗剪强度模型。是否考虑吸力或饱和度的作
用是区别非饱和土力学和饱和土力学的重要标志。
通常在非饱和土中通过引入吸力的概念来考虑土中

象中的负的孔隙水压力； ad 为吸附作用（adsorption
potential）部分，主要是指土体中固-液相间的双电
层作用力、范德华作用力和胶结作用力等。本文将

水及其界面等影响因素的作用。在当前的非饱和土

 ad 表述为除毛细作用外的孔隙水的所有其他作

力学理论中，
用土体总吸力的概念来量化水的状态，

用，它是孔隙水吸附于土颗粒表面的部分，表现为

并描述土体中孔隙水势能的变化。通常导致土体总

结合水（或吸附水膜）
。

吸力变化（即土体孔隙水势能变化）的机制包括毛

通常毛细作用可表示为

细作用、吸附作用、渗透作用和温度、重力等的影
响。当前对吸力的认识和使用存在误解，目前流行
的非饱和土研究中多采用基质吸力这一术语来表述
非饱和土体中孔隙水负的势能，但在实际使用时却
往往将吸力直接同毛细作用产生的负孔隙水压力相
对应，而忽略了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其他作用。
汤连生等[2]认为粒间吸力由湿吸力和结构吸力两部
分确定；Gens[3]、Baker[4]、赵成刚[1]等均指出，土
体中的吸力由毛细部分和吸附部分两部分组成。这
两部分吸力的作用机制不同，对土体宏观力学性质
的影响也不同。在实际使用时，由于对当下的各种
土体吸力量测手段所得吸力测量值概念的误判，以
及广泛使用的轴平移技术的局限性[1, 4]，导致对非饱
和土的性质和行为中吸力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
在非饱和土中，饱和度的变化会引起其宏观力
学性质（如强度、变形等）发生显著改变，而饱和
度和吸力是通过土-水特征曲线相互联系的。在非饱
和土的力学性质研究中，如何合理地考虑饱和度和
吸力的作用是问题的关键[56]。非饱和土的研究中应
力状态变 量的选取非常重要 ，从单应力变量 的
Bishop 形式的有效应力到两个独立应力变量，研究
者们得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选用不同的应力状
态变量本质上是对饱和度和吸力作用的不同考虑。
为了得到机制清楚、简单实用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
模型，同时促进在非饱和土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对吸
力作用的清晰认识，
本文针对非饱和土的抗剪强度，
区分吸力的毛细作用和吸附作用，考虑饱和度和吸
力对土体强度的作用，尝试给出了一种适用于较宽
吸力变化范围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模型。

2

 cp  ua  uw

（2）

式中：ua 、uw 分别为土体孔隙气相和孔隙液相压力。
土体孔隙水受气蚀的影响，其负压力（或张力，
tension）存在一个界限值 cvtn [4]或  c [7]（cavitation
tension），即孔隙水由液态向气态转变的临界相变
值。而一旦土体孔隙水气化，土体中由毛细作用引
起的负孔压就不会再继续增加，故孔隙水的张力有
其极限值，即有 cp  cvtn 。低饱和度时随着饱和度
的降低，吸附作用引起的势能减小量要远大于毛细
作用引起的势能减小量[8]。当前流行的非饱和土研
究中，通常直接定义吸力 s  ua  uw   ，而这一
定义忽略了吸力概念中所包含的吸附作用部分，这
导致了很大的混淆和误差，尤其是在较大吸力时。
关于非饱和土的抗剪强度，典型的研究思路有
两类。第 1 类是基于单应力变量理论，通过非饱和
土的有效应力来表示抗剪强度。结合饱和土中得出
的 Mohr-Coulomb 强度准则，可将非饱和土的剪切
强度  表示为

  c  (  ua )   (ua  uw )  tan  

（3）

式中： 为土体的总应力； 为 Bishop 有效应力系
数；c 、  为饱和土的有效黏聚力和有效内摩擦角。
针对  的不同形式，已给出了多种不同的强度表达
式。
第 2 类基于 Fredlund 等[9]给出的双应力变量的
强度理论：

  c  (  ua ) tan    (ua  uw ) tan  b

（4）

式中： b 为吸力对应的内摩擦角，已通过试验证实，
 b 随着吸力是非线性变化的。针对其不同的函数形

非饱和土的吸力和抗剪强度

式，已给出了多种形式的抗剪强度公式。

本文主要将吸力区分为毛细吸力和吸附吸力，
而忽略其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土体吸力采用表达

本文拟分别考虑 2 种吸力的不同作用对剪切强
度的影响，建立了相应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模型。

式[4]：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非饱和土的抗剪强度，

   ad   cp

（1）

如孔隙比、土的成分等。但吸力的作用是非饱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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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饱和土的根本区别，故本文主要着眼于吸力对非

都是通过毛细作用控制和影响抗剪强度的。实际上，

饱和土强度的影响，而暂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

式（2）所表示的毛细作用随饱和度的降低或吸附吸

区分毛细和吸附作用的非饱和土
抗剪强度模型

力的增高，其作用逐渐减小；当饱和度很低、吸附

3.1 非饱和土抗剪强度中毛细和吸附作用的区分
关于土体孔隙水中吸力的毛细和吸附作用对土

的贡献。在高饱和度和较小吸力时，它可以用常规

体性质不同影响的区分，
已有文献对其进行了探讨。

作用的影响不大。故理想毛细状态的抗剪强度，拟

文献[4]指出，毛细和吸附作用取决于土中固相矿物
颗粒骨架的有效表面积和所采用的孔隙模型。李

采用以往得到的抗剪强度公式形式来表示。

3

[10]

舰

吸力很高时毛细作用已经很小了。所谓理想毛细抗
剪强度模型就是只考虑吸力中毛细作用对抗剪强度
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模型近似表示，因为此时吸附

由于 Sr s 值在吸力较大时增长过快，导致与试

指出，毛细和吸附作用取决于土体的种类和土

验结果不符。近年来，用有效饱和度 Sre 作为非饱和

中含水率的多少，并通过建立一个膨胀性非饱和土
的二元介质本构模型，鲜明地区分了毛细和吸附作

土性质随吸力变化的控制参数得到一定的认可和推

用对膨胀土应力-应变关系的不同影响。

修正的 Bishop 非饱和土强度公式）形式如下：

广[15]。当前应用较广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模型（即

二元介质模型的概念最初用来考虑结构性岩土
材料的破 损机制 [1112] 。 它 将土体看作由胶结 块

  c  (  ua )  Sre s  tan  

（bonding，胶结作用强的土颗粒）和软弱带（fabric，

Sre 常被定义为如下形式

胶结作用弱的土颗粒）两种理想材料元组成的二元
介质材料，
土体通过两者共同承受外部荷载的作用。

Sre 

刘恩龙等

[1314]

结合二元介质模型建立了结构性土

Sr  Sr,parameter

（6）

（7）

1  Sr,parameter

的二维和三维的抗剪强度准则，研究表明，将土体
抽象为两种可定量描述的理想部分，再采用二元介

式中： x  0.5( x  x ) 为麦考利（Macauley）括号；

质模型来研究其抗剪强度是可行的。

参数，对应于不同的确定方法及取值范围，如残余

本文假定非饱和土体中土-水作用是由只存在
毛细作用的理想毛细状态和只存在吸附作用的理想

饱和度 S r,residual [16]、微观饱和度 S rm [1718]等。

吸附状态根据不同权重组合而成的，以此来考虑非
饱和土中吸力的作用。然后分别给出理想毛细状态
和理想吸附状态的抗剪强度公式。最后通过参与函

Sr 为土体饱和度； Sr,parameter 为不同物理含义的材料

本文为了在毛细表达式中合理地考虑气化现象
对强度的影响，借鉴 Lu[7]的描述，认为气化是在一
定吸力范围内光滑过渡的过程，气化吸力服从正态

数  来表示实际非饱和土中两种理想状态的参与

分布[19]。用  c 表示平均气化吸力， S r,c 为其对应的
平均气化饱和度。理想毛细状态下的抗剪强度可表

比重。此时可将非饱和土体的抗剪强度  f 表示为

示为

 f  (1   ) a   c

（5）

式中： c 为非饱和理想毛细状态的抗剪强度； a 为
非饱和理想吸附状态的抗剪强度；  为实际土体剪
切破坏时理想毛细作用对土体抗剪强度的分担比
重， 0    1 ； 1   为理想吸附作用分担的比重。
3.2 非饱和理想毛细作用的抗剪强度
首先必须说明，非饱和土理想毛细状态是一种
假定的理想状态，是指土中的吸力仅含有毛细作用
部分，此时的孔隙水也均假定为毛细水。这种理想
状态主要用来模拟粗颗粒土或含水率较高土体的性
质。其抗剪强度描述，关键是要解决毛细作用对抗
剪强度的贡献。之前所述的已有的非饱和土的抗剪

 c  c  (  ua ) tan   

Sr  Sr,c
1  Sr,c

s tan  

（8）

式中：  为毛细作用对应的摩擦角，用来描述毛细
作用对抗剪强度的贡献，可初步取为      。
3.3 非饱和理想吸附作用的抗剪强度
非饱和理想吸附状态也是本文假定的一种理想
状态，是指土中的吸力仅含有吸附作用部分。通常
当土体吸力高于孔隙水张力并继续发展时，由于毛
细水气化，毛细作用的变化开始变缓，而吸附作用
开始迅速增加，吸附水的比重也迅速增加。非饱和
理想吸附状态主要针对低饱和度的黏性土。土体在

强度公式大都存在对吸力概念的误解，认为在完全

吸附作用下的性质和行为目前研究的还很不充分。
文献[4]指出，在低饱和度范围内，土体表现出吸附

干燥到完全饱和的含水率变化的整个范围内，吸力

作用占优的趋势，并且随着土体中黏性矿物含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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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 模型[24]可转换为

增多，这一现象越明显。
已有试验结果的总体变化趋势表明，随着吸力

1m

   e1 S   e 


r

的增大，非饱和土的抗剪强度不断增大；当达到较
大吸力时，强度达到最大值并趋于稳定[2021]。基于
上述试验结果，暂不考虑高吸力下吸附作用对土体

1n

（12）

式中：  、m、n 为土-水特征曲线模型参数。
式（11）、
（12）在毛细作用范围内更为准确[22]，

抗剪强度的作用机制，初步将理想吸附状态的抗剪

利用其可将毛细作用范围内的吸力表示为饱和度的

强度简化表示为

函数，
即毛细作用模型可表述为只是饱和度的函数。
max
a

（9）

 a  (  ua ) tan    c

式中： camax 为高吸力时吸附作用导致的表观黏聚力
的最大值。
3.4 参与函数  及非饱和土的抗剪强度公式
由前述可知，土体孔隙水对其宏观力学性质的
作用随着吸力的增大，其作用机制迥异，进而导致
了采用不同的理想状态的表达形式。实际非饱和土
中理想毛细作用的参与函数  ，可以采用饱和度表

至此，可将本文得到的抗剪强度模型表述为饱和度
的函数。
模型中的参数包括：饱和土的基本抗剪强度参
数 c 、  ，可通过饱和土的抗剪强度试验得到。理
想毛细模型中毛细作用吸力范围内的土-水特征曲
线，可通过流行的轴平移法等土-水特征曲线试验得
到。关于平均气化饱和度 S r,c ，Baker[4]、Lu[7]等基
于大量的土-水特征曲线试验结果，
尝试给出了不同
类型土的气化吸力值及其确定方法，然而尚未得到

示的气化概率分布函数来描述。
 S  Sr,c
1
  1  erf  r
 2
2 

c

统一的结论；本文先基于文献中已有的对各种类型


 
 

（10）

土在不同工况下的试验值，类比预估给出模型中的
参数值，有试验值时采用试验值。 camax 可通过高吸

式中： erf ( ) 为误差函数；  c 为标准差（与饱和度

力时的抗剪强度试验得到。

量纲相同）
。参数变化时参与函数的变化规律如图 1

已有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试验大都局限于毛细

所示，  c 可在 0.1 附近取值。至此，联立式（5）、

作用占优的范围，本文选用文献中吸力范围较大的

（8）～（10），即可得到完整的非饱和土的抗剪强

试验点（相对于试验土体）
，验证本文建议的模型的

度公式。

合理性。为了说明考虑吸附作用的必要性，同时给

1.0

出了如式（6）的模型的预测结果，其中忽略参数

S r,c  0.3,  c  0.1

Sr,parameter 的物理含义，仅将其作为拟合参数，以更

0.8

好地检验式（6）所示形式的预测性。Escario 等[25]

参与函数

S r,c  0.6 ,  c  0.1

给出了一组较广吸力范围内灰黏土的强度[26]，试验

0.6

点及模型预测情况如图 2 所示。Tarantino 等[27]对一

0.4

种压实高岭土进行了常含水率直剪试验，如图 3 所

S r,c  0.8 ,  c  0.08

示。孙德安[28]、张添锋[29]等给出了桂林压实红黏土

0.2
0.0
100

80

60
40
饱和度 Sr / %

20

不同含水率下的强度值，试验点及模型预测情况如
图 4 所示。加拿大的 Blatz 等[21]选用干重比为 50%:

0

50%的硅砂和膨润土的混合土体，测试了高吸力下

图 1 参与函数  的变化规律
Fig.1 Evolution of participation function 

4

压实土体的强度，其中土体的含水率变化达到了缩
限，如图 5 所示。表 1 列出了试验概况及模型参数。

模型预测与验证

从图 2～5 的拟合结果可见，对于涉及吸力变化

毛细作用模型中同时包含了饱和度和吸力的共
同作用。Fredlund 等[22]详细论述了土-水特征曲线，
通过含水率来预测土体的吸力。VG 模型[23]可转换
为
1



 1 1 m 
   1
 Sr 


范围较大的试验点，式（6）所示的忽略吸附作用的
模型预测性较差，其广为流行源于当前非饱和土抗
剪强度的研究多局限于较小吸力、毛细作用占优的
范围。而对于本文建议的模型，由于参数平均气化
饱和度 S r,c 的确定方法尚未很好地解决，同时式（9）

1n

（11）

是一种简化的近似表达，导致模型的预测结果也存
在误差。但相比于式（6）
，本文建议的模型显然更

徐 筱等：区分毛细和吸附作用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模型

试验点
1 000
建议的模型
800
式（6）模型
600
400
200
0
100 80 70 60 50 40 30
90 饱和度 lg(S / %)

(a) 土-水特征曲线

r

(a) 土-水特征曲线

100 80 60 40 20
饱和度 Sr / %
(a) 土-水特征曲线

吸力 / kPa

106

500
抗剪强度/ kPa

吸力 / kPa

图 2 灰黏土试验点及模型预测
Fig.2 Experimental data and prediction of gray clay

0

400
300
试验点
建议的模型
式（6）模型

200
100

试验点
600
模型预测
500
式（6）模型
400
300
200
100
0
100 80 70 60 50 40 30
90
饱和度 lg(Sr / %)

(b) 抗剪强度试验点与模型预测对比

图 4 桂林红黏土试验点及模型预测
Fig.4 Experimental data and prediction of Guilin laterite

(b) 抗剪强度试验点与模型预测对比

3 000   3.73 MPa 1 ,
2 500 n  1.53,
2 000 m  0.346
1 500
1 000
试验点
500
VG 模型

试验点
106
VG 模型
105
104
103
  0.45 MPa 1 ,
102
n  1.58,
101
m  0.37
0
10
100 80 60 40 20 0
饱和度 Sr / %

抗剪强度 / kPa

吸力 / kPa

抗剪强度/ kPa

106
试验点
105
FX 模型
4
10
3
10
102
  600 kPa,
101
n  0.7,
100
m 1
1
10
120 100 80 60 40 20 0
饱和度 Sr / %

吸力 / kPa

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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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点
VG 模型

105
4

10

  0.009 8 MPa 1 ,
n  0.68,
m  1.94

103

102
100 80 60 40 20
饱和度 Sr / %

0
100 80 60 50 40 30 20
90 70 饱和度 lg(S / %)
r

(a) 土-水特征曲线

(b) 抗剪强度试验点与模型预测对比

0

吸力引起的抗剪强度/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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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
4 000

试验点
建议的模型
式（6）模型

3 000
2 000
1 000
0
100 80 60 40 20
饱和度 Sr / %

0

(b) 抗剪强度试验点与模型预测对比

图 5 50%:50%的硅砂和膨润土试验点及模型预测
Fig.5 Experimental data and prediction of 50%:50%
mixture by dry mass of sand and bentonite clay

图 3 高岭土试验点及模型预测
Fig.3 Experimental data and prediction of kaolin

表 1 试验概括及模型参数的取值
Table 1
试验土体

Test introduction and model parameter value

净应力

饱和参数

/ kPa

c / kPa   / (°)

建议模型

式（6）模型的参数

式（6）模型

S r,c

建议模型的参数

camax / kPa

c

相关系数 R2

S r,parameter

相关系数 R2

灰黏土[25]

300

30

25.3

0.72

425

0.100

0.98

0.37

0.48

高岭土[27]

600

0

18.6

0.78

108

0.090

0.97

0.22

0.96

桂林红黏土[2829]

100

57

21.9

0.95

345

0.020

0.97

0.75

50%:50%的硅砂和膨润土[21]

1 000

0

19.0

0.97

3 230

0.144

0.96

0.32

5

结 论
（1）非饱和土中的吸力包括毛细作用和吸附作

用两部分，在考虑吸力对土体宏观力学性质的影响

验点和模型预测对比，结果表明，由于忽略了吸附
作用的影响，修正的 Bishop 非饱和土强度公式预测
性较差；而本文建议的区分毛细和吸附作用的非饱
和土抗剪强度模型较为合理。

时，应该区分吸力的不同作用。
（2）毛细作用下，可通过平均气化饱和度定义
的有效饱和度作为控制参数来考虑气化过程的影
S  Sr,c
响，毛细作用的影响可表示为 r
s。
1  Sr,c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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