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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浅部黏土渗透系数及其各向异性
宋云奇 1，武朝军 2，叶冠林 1
（1. 上海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系，上海 200240；2.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250101）

摘 要：为研究上海浅部黏土的渗透系数及其各向异性，沿水平及竖直方向对上海浅部主要黏土层进行了不同压力下的固结
试验，联合使用时间平方根法和时间对数法获取了试样的渗透系数，探讨了渗透系数与孔隙比及渗流方向之间的关系，并通
过电镜扫描，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水平和竖直方向渗透系数存在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上海浅部主要黏土层的渗透系数
均随着孔隙比的增加而增大。对于单组试验来说，渗透系数 k 与孔隙比 e 在 e-lgk 坐标系中呈现很好的线性关系，且渗透变
化指数 Ck 大致呈现 Ck = 0.5e0 的规律；但对于整体试验而言，渗透系数与孔隙比在 e-lgk 坐标系中大致呈现出曲线关系。通过
扫描电镜观察，揭示了沉积形成的絮状微观结构是竖直和水平渗透系数差异较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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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eability and anisotropy of upper Shanghai clays
SONG Yun-qi1, WU Chao-jun2, YE Guan-lin1
(1.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Jinan Rail Transit Group Co., Ltd., Jinan, Shandong 250101,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permeability and anisotropy of upper Shanghai clays, oedometer tests were carried out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in 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rections. Permea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the square root of time method and log tim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efficient of permeability and void ratio and the flow direction were discussed. The reason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s is analyzed on the microscopic level by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permeability of upper Shanghai clay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void ratio. For a
single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efficient of permeability and void ratio is linear in e-lgk coordinate system and the permeability
change index is roughly Ck=0.5e0. For all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efficient of permeability and void ratio is curved in e-lgk
coordinate system. Anisotropy of upper Shanghai clays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conditions is not obviou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formed flocculent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soil particle deposition. In other words,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re content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rections leads to the anisotropy in the coefficient of permeability.
Keywords: Shanghai clay; coefficient of permeability; void ratio; anisotropy; micro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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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渗透性是土体的重要物理特性之一。
地表沉降、

土体的渗透特性进行了研究。例如：苏立君等[1]通
过对西安灞河流域的砂土进行常水头渗透试验，研
究了粒径大小和孔隙率与渗透系数之间的关系，并

垃圾填埋场的防渗和防污、黏土边坡失稳等问题都

给出预测天然砂土渗透系数的经验公式；付宏渊

与土体的渗透性密不可分。大多数情况下，水在土

等[2]通过室内试验模拟了加载和卸载过程，研究了

中渗流基本符合达西定律，渗透特性的强弱通过渗

砂土的渗透系数随密实度的变化关系；孙军杰等[3]

透系数 k 来表征。

基于涉及渗流通道直径、
长度等参数的泊肃叶定律，

目前，已有大量学者对特定的粗颗粒或细颗粒

结合渗流通道等效细管法建立了估算砂土颗渗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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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了验证；王俊杰等[4]制定了粗颗粒土的渗透
试验方案，研究了颗粒形状、颗粒级配及密实度对
粗粒土渗透系数的影响；曾玲玲等[5]通过收集和分
析重塑黏土的固结渗透试验数据，明确了渗透系数
主要影响因素是液限和孔隙比，并且提出适用于渗

学

2018 年

试验设计与方法

3.1 试验设计
本试验的操作流程如下：
（1）将原状土体从薄壁取土器中推出待用。
（2）在环刀内侧均匀涂抹一层硅脂或凡士林，
以减小环刀内壁与试样的摩擦，
并切取圆柱形试样。

透黏性土的渗透系数定量计算表达式。对于上海浅

（3）在试样的上、下两面布置透水石，试样与

部黏土，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王结虎 研究了上海浅部软黏土的渗透性，讨论了

透水石之间放置一层滤纸，以防止土颗粒进入透水
石的孔隙中阻塞渗透通道。

孔隙比和结构性对渗透系数的影响；叶为民等[7]使

（4）将盛有试样的环刀放入固结仪中，并使用

用基于充水孔隙空间形状多次完善的渗透系数模
等[8]通过对比上海浅部黏土不同扰动程度试样的渗

无气水饱和 1 d。
（5）根据土工试验规范要求，设置电脑读取数
据时间点，并每隔 24 h 分级加载或卸载。

透性，进一步验证了渗透系数与孔隙比及结构性的

3.2 试验方法

密切关系。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砂土和重

在逐级加载过程中，试样的孔隙比随着压力增
加而减小。本文通过测定各级荷载下的稳定孔隙比

[6]

型，获取了非饱和软土的相对渗透系数；孙德安

塑黏土。对于上海浅部黏土的研究，也仅针对局部
深度的典型地层，而缺乏对上海浅部整个全新世地
层渗透性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笔者通过各项室内土工试验，对上海
浅部土层的物理力学特性进行了系统研究[912]。本
文是对相关土工试验数据进一步挖掘，并增加相关
试验之后的研究成果。联合使用时间平方根法和时
间对数法对固结数据进行分析，获取了上海浅部主

和渗透系数，获取加载过程中试样的渗透系数与孔
隙比之间的关系。
如图 1 所示，通过改变环刀切样的方向获取上
海浅部黏土水平和竖直方向的渗透系数，以研究各
土层的渗透各向异性。图 1(a)所示环刀竖直向下切
取试样，用以获取土层竖直方向的渗透系数；图 1(b)
所示环刀水平向切取试样，用以获取水平方向的渗
透系数。

要黏土层的渗透系数，探讨了土体压缩过程中渗透
系数与孔隙比关系及渗透各向异性，最后结合土层
的沉积环境分析了上海浅部主要黏土层的渗透系数
各向异性不明显的原因。

2

试验设备与试样

2.1 试验设备
本试验设备为 YS-3 型高压固结仪，最大加载
压力为 3 200 kPa，杠杆比为 1:12。本设备采用逐级
等比例加载的方式进行固结试验，加载比为 1，荷
载从 12.5 kPa 逐级增加到 1 600 kPa，并按规范[13]
要求时间节点，测量并记录各级荷载下试样的沉降
值，获取试样的沉降曲线。
2.2 试样
本试验所用的土样取自上海杨浦区定海路，距
离黄浦江较近，为上海④、⑤1 和⑥层黏土。为了获
取高质量的原状土样，取土选用钻孔薄壁取土法。
试 样为 圆柱 形，直 径为 61.8 mm， 高 度 为
20 mm，每组试验均选取了两个试样作为平行试验，
分别记为Ⅰ和Ⅱ。

(a) 竖向加载

(b) 水平加载

图 1 环刀取样和加载方式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pecimen preparation
and loading

3.3 渗透系数计算方法
通过 i 级荷载下试样沉降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常采用时间平方根法（亦称为 Tylor 法）或时间对
数法（亦称为 Casagrande 法）获得固结系数，分别
记为 Cv,Ty 和 Cv,Ca。这两种方法都带有主观性，造成
一定的人为误差。为了尽可能减少（无法消除）这
种误差，本文联合使用两种方法，并反复迭代调整
结果，使两者所得的固结系数 Cv,Ty、Cv,Ca 相互逼近，
最终取两者的平均值作为试样的固结系数 Cv。
由固结度定义可得渗透系数 k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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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层土为例，水平向加载 e-lgkh 略有弯曲，其直线
拟合相关系数 R2 仍达到了 0.948 8。另外两层黏土
（⑤1、⑥层）e-lgk 具有比④层土更好的线性相关

式中：a 为 i 级荷载下试样的压缩系数；  w 为水重

性。

度；e 为上级荷载试样固结稳定后的孔隙比。

4

e-lgk 坐标系中直线斜率称为渗透变化指数 Ck，
反映了渗透系数随孔隙减小的衰减程度，即结构性

试验结果与分析

对渗透性的影响。Ck 与土体黏粒含量和初始孔隙比

4.1 渗透系数与孔隙比关系
试验所得上海浅部黏土④、⑤1、⑥层竖向及水
平加载渗透系数与孔隙比的关系曲线如图 2 所示。
由图可知，3 个黏土层 e-lg k 发展趋势相似，渗透系
数 k 均随孔隙比 e 减小而减小，而且在坐标系中离
散性较小。但是，整体而言，即将整个浅部土层作
为一个完整沉积层，其 e-lgk 呈明显的曲线关系，直
线拟合相关系数 R2 仅为 0.779。各层土 e-k 关系在
双对数坐标系（lge-lg k）中具有更好的线性相关性，

e0 有关。如图 4 所示，上海浅部各层土试验结果仅
1 个点落在直线 Ck =0.5e0 以上，
其余均稍小于 0.5 e0。
与世界其他黏土（北美和北欧海相黏土 [14] 、英国
Bothkenar 黏土[15]、比利时的超固结 Boom 黏土[16]）
相比，上海浅部黏土层 Ck 和 e0 较小，但是具有相
似的分布规律，均分布在直线 Ck =0.5e0 两侧且大部
分处于直线以下。总体而言，上海浅层土的渗透变
化指数基本上符合 Ck = 0.5e0 这一整体规律。

R2 达到 0.865。

1.75

④层 竖向加载Ⅰ
④层 竖向加载Ⅱ
⑤1 层 竖向加载Ⅰ
⑤1 层 竖向加载Ⅱ
⑥层 竖向加载Ⅰ
⑥层 竖向加载Ⅱ
④层 水平加载Ⅰ
④层 水平加载Ⅱ
⑤1 层 水平加载Ⅰ
⑤1 层 水平加载Ⅱ
⑥层 水平加载Ⅰ
⑥层 水平加载Ⅱ
拟合曲线

e  0.189 1lg k  0.716 6
R 2  0.779 6

孔隙比 e

1.2

0.9

0.6

0.3
1012

11

10

10

10

10

9

渗透系数 lg(kv(kh)/ (m/s))

图 2 上海浅部黏土孔隙比 e 与渗透系数 k 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e and k for
upper Shanghai clays

对于上海浅部单独土层而言，竖向及水平加载
过程 e-lgk 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以如图 3 所示的
上海浅部④层土渗透性
1012
1.4

1011

渗透系数 lg(kv(kh)/ (m/s))

1010

109

108
1.4

渗透变化指数 Ck

1.5

孔隙比 e

Ckh

1.50
1.25
1.00

Ckv
加拿大海相黏土
加拿大湖相黏土
其他黏土
Bothkennar 黏土
上海④层、⑤1 层
上海⑥层

斜率 1:2
Ck 0.5e0

0.75
0.50
0.25
0.00
0.0

0.5

1.0

1.5
2.0
初始孔隙比 e0

2.5

3.0

3.5

图 4 上海浅部黏土渗透变化指数 Ck 与初始孔隙比 e0 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Ck and e0 for
upper Shanghai clays

4.2 渗透系数的各向异性及分析
图 5 所示为上海浅部主要黏土层各级荷载下的
水平向渗透系数 kh 与竖直向渗透系数 kv，kh 均大于
kv。图 6 为 kh 与 kv 的比值 rk。由图 6 可知，④层和
⑤1 层黏土的 rk 沿压力比较稳定，分别在 1.6 和 1.2
附近徘徊；⑥层土的 rk 随压力增加逐渐减小，最大

1.3

1.3

1.2

1.2

1.1 e  0.284 9 ln k  0.738 9
2
1.0 R  0.968 3

1.1

值约为 1.5，压力大于 400 kPa 时，rk 逐渐小于 1。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上海浅部黏土水平向比

1.0

竖向渗透系数稍大，但二者的差距并不明显，这可

0.9 e  0.261ln k  0.73
R2  0.948 8
0.8
④层土 竖向加载
0.7
④层土 水平加载
0.6
100
101
102
103
竖向应力 lg(p / kPa)

0.9

从沉积环境和结构性角度解释。由于长江三角洲的
沉积环境中含盐量较高[1719]，导致上海浅部黏土片

0.8
0.7
0.6
104

图 3 上海浅部④层土 e-lgp 以及 e-lgk 关系曲线
Fig.3 Curves of e-lgp and e-lgk for upper
Shanghai 4th clay

状颗粒沉积过程中，个体不稳定，在胶结作用下颗
粒间通过边-边、边-面或者面-面接触，使得整个沉
积层形成了图 7 所示的稳定絮状结构，即结构性。
而絮状结构内部孔隙在各方向上分布的差异导致了
渗透系数的各向异性。为证明上述解释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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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系数 kv(kh)/ (1010 m/s)

7

土

④层 竖向加载Ⅰ
④层 竖向加载Ⅱ
⑤1 层 竖向加载Ⅰ
⑤1 层 竖向加载Ⅱ
⑥层 竖向加载Ⅰ
⑥层 竖向加载Ⅱ
④层 水平加载Ⅰ
④层 水平加载Ⅱ
⑤1 层 水平加载Ⅰ
⑤1 层 水平加载Ⅱ
⑥层 水平加载Ⅰ
⑥层 水平加载Ⅱ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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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以上海浅部土层中结构性最强的④层土为例
进行验证。
借助电镜扫描技术，本文得到天然状态下上海
④层土微观结构的 SEM 图像如图 8 所示。由图中
水平向和竖直向土颗粒的微观结构可知，上海④层
土的土颗粒为片状结构，外轮廓大致呈椭圆形（见
图 8(a)），土颗粒之间通过边-边、边-面或者面-面

0 1
10

102
103
竖向应力 lg(p / kPa)

接触相互团聚形成絮状物，并且内部孔隙的分布在

104

各向上差异不大。
将图 8(b)所示的 SEM 图片进行二

(a) k-lgp 关系图

渗透系数 kv(kh)/ (1010 m/s)

7

值化处理，处理后的结果如图 9 所示，其中，黑色
④层 竖向加载
⑤1 层 竖向加载
⑥层 竖向加载
④层 水平加载
⑤1 层 水平加载
⑥层 水平加载

6
5

代表孔隙，白色代表颗粒。本文将孔隙面积与统计
区域面积的比值定义成孔隙度，
并以中心点为圆心，
把二值化处理后的图像分成 36 份，每份 10°，使

4

用图像处理软件统计的各区间孔隙度如图 10 所示。

3

由图可知，除个别方向外，孔隙度均在 0.2～0.3 之

2

间，孔隙度在水平向为 0.321，在竖直向为 0.165，

1

水平向孔隙度略大于竖向孔隙度，两者比值约为

0

101

102
103
竖向应力 lg(p / kPa)

104

1.95，该值与④层土的各向异性比 1.6 较为相近，由
此可知，
孔隙分布差异导致了渗透系数的各向异性。
由上海浅部黏土层的微观结构表明，絮状结构使孔

(b) k-lgp 关系图(Ⅰ和Ⅱ的平均值)

隙分布在各向上差异不大，从而导致上海浅部主要

图 5 上海浅部黏土 k-lgp 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k and lgp for
upper Shanghai clays
2.0

渗透各向异性比 rv

1.8
1.6
1.4
1.2

④层
⑤1 层
⑥层

1.0
0.8
0.6 1
10

(a) 水平截面 SEM 图像
102
103
竖向应力 lg(p / kPa)

104

图 6 上海浅部黏土 rk-lgp 关系曲线
Fig.6 Curves of rk-lgp for upper Shanghai clays

(b) 竖直截面 SEM 图像

图 7 高含盐量下的黏土颗粒的堆积形式
Fig.7 Accumulation form of clay particles with
high salt content

图 8 天然上海浅部④层土 SEM 图像
Fig.8 SEM photographs of natural upper
Shanghai 4th 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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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由此可知，上海浅部主要黏土层渗透系数各向
异性程度较低。
（3）由上海浅部黏层的微观结构可知，渗透系
数各向异性不明显与土颗粒沉积过程中形成的絮状
结构有关。絮状结构使土体内部孔隙分布沿各个方
向差别不大，导致上海浅部主要黏土层的渗透系数
各向异性不明显。
图 9 竖向截面二值化 SEM 图像
Fig.9 Binary SEM photo of vertical cros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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