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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饱和土的承载结构与岩土广义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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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非饱和土的复杂性，经典的 3 相模型过于简单，不利于分析相间相互作用及正确定义土中应力。将非饱和土视
为一种特殊结构，并细分为 6 相，定义了其承载结构——广义土结构，进而分析了饱和土与非饱和土的主要差异：承载结构
和孔隙流体均不同。基于承载结构的共性，提出了一套定性描述土体结构特点的指标——广义结构性，其普遍适用于描述不
同土的承载结构特点。结合实际现象，分析了各指标的合理性，指出湿陷的本质是广义土结构的弱化。此后，分析了两种代
表性相间相互作用，揭示了中性应力的物理意义，并合理定义了吸应力，最终明确了土骨架总应力就是“有效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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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ing structure of unsaturated soil and generalized
structur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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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unsaturated soil, traditional three-phase model for unsaturated soil is oversimplified, which is
unfit for interphase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stresses in soil. Considering a special structure in unsaturated soil , in this work, soil
water system is divided into six phases and its bearing structure, named generalized soil structure, is defined. Th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aturated and unsaturated soils are concluded: the bearing structures and pore liquids are different.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of
bearing structures, a set of variables to depict the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soils is defined as generalized structural properties to
describe the properties of the bearing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soils. The rationality of some variables is analyzed by explaining some
practical phenomena, e.g. the essence of collapse phenomenon is the weakening of the bearing structure of soil. Two representative
interphase interactions are discussed and the physical significance of neutral stress is revealed, and the suction stress is redefined.
Finally, it proves that the total skeleton stress in the grain is the “effective stress” for unsaturated soil.
Keywords: unsaturated soil; structural property; soil skeleton; suction stress; neutral stress; effect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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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诚然，岩土材料的性质十分复杂，包括压硬性、

言

剪胀性、软化性、应力历史及路径依赖性、各向异

非饱和土是多组分离散体系，其复杂的力学性
质源于多相性和离散性。然而，传统土力学直接借
鉴了连续介质力学理论，将土视为连续材料来研究。
但现实的土体都具有结构性，结构性模型研究的重
[1]

要性无需多加说明 。显然，从结构性模型的观点
出发，不应再将土体看作具有固定变形模量和强度
[1]

指标的材料 。

性、结构性和蠕变性等[2]，但这些性质具有唯一的
根源——土结构的差异与演变。例如，软化过程中
弹性模量的降低应当是结构强度逐渐丧失的结果，
弹塑性耦 合的提法只是从表 面上描述了这一 现
象[1]。可见，将岩土材料视为结构体来研究是很有
必要的。而找到能够定性描述岩土材料的结构特点，
又具备一定普适性的指标，
应是结构性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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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以尽量详尽又不失简单为前提，本文首

相交界处存在收缩膜，其提供的表面张力对于土的

先将非饱和土细分为 6 相，从而定义了土中 4 个层

性质有影响。因此，为了合理分析相间相互作用，

次的结构，明确了非饱和土的承载结构是广义土结

有必要进一步细化非饱和土分相。

构。通过分析承载结构的共性与特点，借鉴现有结

首先，将传统土骨架，即土中固相分为两部分：

构性研究成果，定义了一套用于定性描述土体承载

由土颗粒构成的离散堆积结构，定义为颗粒骨架；

结构特点的通行指标，称之为广义结构性。此后，

以及起黏结作用的胶质。

逐一解释各指标的含义，并基于实际现象分析了指

其次，由于部分吸附水与土骨架之间的电化学

标的合理性。最后，澄清了土中吸应力、中性应力

相互作用力非常强，以至于呈现固体或者半固体的

和各因素引起的土骨架应力的物理意义，最终明确

性质[3]，其能与土骨架一起承受和传递荷载。因此，

了长期寻找的“有效应力”应该是土骨架总应力。

将这部分孔隙水定义为固态孔隙水。与之相对，将

2

非饱和土的 3 相与 6 相模型

2.1 非饱和土的 3 相模型

其余仍呈现液体性质且不能传递荷载的孔隙水定义
为液态孔隙水。需要注意的是，固态孔隙水与液态
孔隙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但分为两相有助于

传统上惯于将非饱和土视为 3 相材料，即简单

理解问题。

划分为固相（土骨架）
、液相（孔隙水）和气相（孔
隙气）
，如图 1 所示。设微元体（REV）总体积为 V ，

质接近固体，与液态水有明显差异，且能提供可观

其中土骨架、孔隙水和孔隙气的体积分别为 Vs 、Vw

的表面张力。因此，将收缩膜作为独立相考虑。

和 Va ，则 3 相体积关系如图 2 所示。

再次，非饱和土 3 相交界处存在收缩膜，其性

最后，孔隙气仍作为气相，无需修改。
综上所述，非饱和土可细分为 6 相：颗粒骨架
孔隙气

（g）、胶质（ce）、固态孔隙水（wS）
、液态孔隙水

孔隙水

（wL）、收缩膜（c）和孔隙气（a）
，如图 3 所示。

土骨架

设微元总体积为 V，则各相体积可分别记为颗粒骨
架体积 Vg 、胶质体积 Vce 、固态孔隙水体积 VwS 、液
态孔隙水体积 VwL 、收缩膜体积 Vc 、孔隙气体积 Va ，
见图 4。
孔隙气

图 1 非饱和土 3 相微元示意图
Fig.1 Three-phase model of unsaturated soil REV

收缩膜
液态孔隙水
固态孔隙水

2.2 非饱和土的 6 相模型
土力学研究的诸多新发现表明，传统 3 相分类
过于简单，主要原因包括：① 土骨架中不只有矿物
颗粒，还存在胶结物质；② 孔隙水受到水化和吸附
作用，其赋存形式与性质出现分化；③ 固液气 3

收缩膜

胶质
颗粒骨架

液态孔隙水
广
义
土
骨
架

固态孔隙水
土
骨
架

V

孔隙气

Va

图 2 非饱和土 3 相体积示意图
Fig.2 Volumetric illustration of three-phase model of
unsaturated soil

图 3 非饱和土 6 相微元示意图
Fig.3 Six-phase model of unsaturated soil REV

Vce VwS VwL Vc

土骨架

土颗粒

Vg

孔隙水

Vw

Va

胶质

Vs

V

孔隙气

图 4 非饱和土 6 相体积示意图
Fig.4 Volumetric illustration of six-phase model
of unsaturated soil

第9期

段晓梦等：非饱和土的承载结构与岩土广义结构性

6 相模型中，各相体积分数为 n j ( j  g, ce, wS,

wL, c, a)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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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胶质作为土体固相的一部分，能增强土
颗粒间的联结，从而提高颗粒骨架的承载能力。因

1  ng  nce  nwS  nwL  nc  na

（1）

此，将土颗粒和胶质考虑为整体，称为土骨架，如
图 6 所示。显然，这与传统土骨架定义一致，是狭

鉴于颗粒骨架、胶质、固态孔隙水和收缩膜都
应归于固相，其共同构成了非饱和土的承载结构，
本文定义为广义土结构。设其体积分数为 ns ，显然，

义的土中固相。
土颗粒

有
ns  ng  nce  nwS +nc

（2）

由于仅液态孔隙水和孔隙气为流体，因此，将
除广义土结构以外的体积称为广义孔隙，则可定义
广义孔隙率 n ：
n  nwL  na

（3）

进一步，可定义广义饱和度 S  ：
S 

3

nwL
 100%
n

（4）

图 5 颗粒骨架示意图
Fig.5 Illustration of grain skeleton
胶质
土颗粒

土的承载结构与差异

3.1 土的承载结构
通常认为土的承载结构就是土骨架，但关于其
具体定义却有不同观点。例如，Herle 等[4]认为只需
将颗粒集合体定义为土骨架即可，其中并不涉及颗
粒接触中的物理化学和胶结作用。若将相界面和土
颗粒共同定义为土骨架，则有助于考虑颗粒间的联
结特性[5]，亦可以将吸附水视为土骨架的一部分[6]。
邵龙潭等[7]认为，架空在孔隙中不承受且不传递外
力的土颗粒，即游离于传力体系之外的土颗粒不应
计入土骨架；但李广信[8]认为，在其他应力状态下，
游离颗粒有可能参与力的传递，因此所有固体土颗
粒都应计入土骨架中，但结合水、毛细水与自由水
一般不列入土骨架，而是与土骨架相互作用的流体，
会影响土骨架的力学性质。实际上，鉴于组分的多
样性和相间作用的复杂性，仅将颗粒集合体定义为

图 6 土骨架示意图
Fig.6 Illustration of soil skeleton

再次，
固态孔隙水与吸附等物理化学作用有关，
除起到联结作用外，还能与土骨架一起承受和传递
荷载。因此，将土骨架与固态水视为整体，定义为
广义土骨架，如图 7 所示。
固态孔隙水
胶质
土颗粒

土的承载结构显然过于简单，而基于本文提出的 6
相模型，可以合理定义土中不同层次的结构。
首先，
直接将土颗粒的集合体定义为颗粒骨架，
见图 5。作为土固相的主要部分，颗粒骨架虽然是

图 7 广义土骨架示意图
Fig.7 Illustration of generalized soil skeleton

离散堆积体，整体性和承载能力有限，其却是土体
承载结构的核心，因为土体变形的本质就是由颗粒

最后，对于存在毛细水的非饱和土，收缩膜将

运动导致的颗粒骨架变形。笔者认为，全部颗粒都

提供额外的联结作用。因此，再将广义土骨架与收

应该计入颗粒骨架。虽然在某一瞬时，可能有部分
颗粒处于悬空状态，但在整个加载过程中，土颗粒

缩膜统一考虑，定义为广义土结构，见图 8。
综上所述，非饱和土中 4 种结构的定义可归纳

的接触及联结会实时变化，前一瞬时悬空的颗粒下

如下：① 颗粒骨架=土颗粒集合；② 土骨架=颗粒

一刻就可能参与承担并传递荷载。

骨架+胶质；③ 广义土骨架=土骨架+固态孔隙水；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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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而将非饱和土类比为浸没在混合流体中的
预应力混凝土。显然，承载结构的差异是影响体系

收缩膜

承载能力的根本原因。
长久以来，非饱和土的研究重点都放在“吸力”

固态孔隙水

概念上，即认为吸力是影响非饱和土性质的根本原

胶质
土颗粒

因。遗憾的是，土中的“吸力”或“基质吸力”仅
是人为定义的概念，是受毛细现象启发而产生的。
对于组分多样且相间作用复杂的非饱和土，如何界
定和测定“吸力”成为了非饱和土研究的热难点问

图 8 广义土结构示意图
Fig.8 Illustration of generalized soil structure

进一步可得非饱和土的组分-结构关系，见图 9。

力”概念，转而尊重不同饱和度土体性质差异的物理
本质，即上述两点，将有助于正确理解相间作用、
合理定义土中应力，为后续研究奠定可靠基础。

4

非饱和土
广义土结构

题。实际上，如果跳出固有思维定式，摒弃虚拟的“吸

孔隙流体

广义结构性的定义与意义

4.1 广义结构性
鉴于所有土都由承载结构和孔隙流体组成，因

广义土骨架

固态孔隙水

土骨架
颗粒骨架

收缩膜

胶质

图 9 非饱和土的组分-结构关系示意图
Fig.9 Phase-structure relation for unsaturated soil

基于 6 相模型和 4 种结构定义，所有土都可分

此，根据承载结构的共性，可以定义一组能够定性
表征其特点的指标，称为广义结构性，包括 4 部分，
即
（1）颗粒的材料性质：矿物组成及其力学性质；
（2）颗粒的几何性质：颗粒尺寸、颗粒形状；
（3）颗粒的组合形式：颗粒级配、颗粒分布、
颗粒朝向、颗粒接触点数量；
（4）颗粒的联结性质：颗粒接触点性质、额外

为承载结构和孔隙流体两部分。由图 9 可知，广义

联结作用。

土结构就是非饱和土的承载结构，而饱和土的承载

广义结构性中的颗粒材料性质、几何性质和组
合形式表征的是颗粒骨架的特点，其是不同土种差

结构是广义土骨架（饱和土中没有收缩膜）
，但两者
的核心都是颗粒骨架。较之传统土骨架定义，广义
土结构包含了颗粒骨架上的联结相，考虑了颗粒间
的联结性。
3.2 饱和与非饱和土的差异
当前，普遍认为饱和土与非饱和土的主要区别
在于基质势，通常用基质吸力来表征。然而，基于
6 相模型和承载结构定义可以发现：非饱和土含有
两相孔隙流体，因而存在收缩膜，其承载结构为广
义土结构；
饱和土仅有一相孔隙流体且不含收缩膜，
其承载结构是广义土骨架。综上所述，饱和与非饱
和土的本质差异可以归纳为两点：① 承载结构不
同；② 孔隙流体相数不同。
孔隙流体相数及含量变化会直接改变固态孔隙
水、胶质和收缩膜的含量与赋存状态，亦即改变了
土的承载结构。可见，对于同一种土，与饱和度有
关的性质差异本质上是承载结构的差异，这可以通
过类比来理解：将饱和土想象为浸没在水中的普通

异的主因；而颗粒的联结性质表征的是颗粒间的联
结作用，饱和度的影响就与这些指标有关。下面逐
一浅析各指标的含义。
首先，作为颗粒骨架的单元，土颗粒相当于桁
架中的杆件，显然其性质是结构整体特性的基础。
例如，由相同粒径的钢珠、铅丸、玻璃珠和塑胶球
所构成的同形式颗粒骨架的力学性质必然会有差
异。
其次，颗粒的几何性质也属于单元特性，可简
单分为尺寸和形状两部分。颗粒尺寸的影响很好理
解，因为传统的土粒组划分就是基于颗粒尺寸的，
例如硅微粉和石英砂的区别。而颗粒形状是指几何
形状特点，因为土中颗粒可能为片状、棒状、椭圆
或多边形等，显然会对颗粒骨架宏观力学行为产生
影响[9]，例如卵石和碎石的区别[10]。
再次，结构的整体特性必然依赖于单元的堆积
形式，称之为颗粒的组合形式，衡量指标有：①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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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级配表征颗粒骨架所含不同尺寸颗粒的含量；

的表面张力 Ts 。干砂与湿砂的性质差异正是毛细力

② 颗粒分布反映了颗粒骨架的不均匀性；③ 颗粒

的典型表现，而本质为压强差的 (ua  uw ) ，显然只

朝向反映了颗粒骨架的各向异性，若多数颗粒均沿

是毛细力的一部分。

某一特定朝向排列，则颗粒骨架将呈现明显的各向
异性；
④ 颗粒接触点数量能够表征颗粒骨架的密实

孔隙气

程度，对于级配明确的颗粒体系，显然接触点数量

绝对气压 ua

越大，表明颗粒骨架越密实，力链传递可能更均匀。
最后，颗粒的联结性质反映了土颗粒间联结的
强弱。对于颗粒骨架，显然全部颗粒接触点都为摩
擦接触。然而，如果存在固态孔隙水，其会起润滑
作用[11]。此外，广义土结构还比颗粒骨架多出了胶
质和收缩膜两相，均会增强土颗粒联结，亦即提供
了额外联结作用。

绝对水压 uw
TS
TS
(a) 实际作用的孔隙气、水压强

TS

(ua-uw)

TS

(b) 简化后的气、水压强差

图 10 粒间毛细力作用示意图
Fig.10 Illustration of inter-particle capillarity force

综上可知，广义结构性能够定性描述大多数土

最后，胶质可能是土中黏聚力的主要来源。就

的结构特点，虽然量化各个指标仍然任重道远，但

黏土而言，完全干燥、非饱和及饱和情况下，显然

其不失为一种分析土体性质的新思路。

干燥状态强度最大。此时，没有孔隙水和收缩膜存

4.2 颗粒的联结性质分析

在，但土骨架（图 6）的整体性却最强。这就表明，

当前，有关颗粒材料性质、几何性质和组合形

胶质提供了强大的联结作用，使离散的颗粒骨架具

式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而关于颗粒联结性质的

备了优异的整体性，反而随着饱和度的增加，虽然

研究尚在探索中。因此，本小节将结合实际现象，

出现了固态孔隙水和收缩膜，但胶质可能被溶解或

浅析颗粒联结指标的合理性。

软化，使总联结作用减弱，干土会由固态逐渐发展

首先，固态孔隙水会影响颗粒间的接触性质。

过塑限甚至液限。可见，黏土中的胶质可能是最重

由于包裹着颗粒的固态孔隙水具有固态或半固态的

要的联结相。正如土的固化技术，即是通过特定方

性质

[11]

底挤出

，其能参与承受和传递荷载，而且不易被彻

法来增加粒间胶质，从而改善承载结构的整体力学

[12]

性能。而最能体现胶结物作用的特例是混凝土，当

，因此土颗粒可能并非直接接触

[13]

。显然，

固态孔隙水的存在增大了颗粒间距，不仅影响粒间
[11]

水泥浆固化后，不仅为骨料颗粒提供了强大的联结

电化学作用，还会润滑粒间的摩擦接触 。即便对
于粗粒料，这种润滑作用也可能十分可观，会导致

作用，还直接参与承担外荷载。
综上可知，广义结构性中的颗粒联结性指标有

湿化现象[1415]。究其根源，在干燥状态下，颗粒间

助于理解和分析问题。例如，饱和度对黏土性质的

是摩擦接触，当被水浸润后，吸附作用使颗粒表面
覆盖了固态孔隙水（常因厚度十分有限而被忽略），

影响可以简要归纳为：
① 吸附水影响了粒间物理化
学作用并起到了润滑作用；② 水会溶解或软化胶

其具有润滑作用，弱化了粒间摩擦，一些原本处于

质，弱化了粒间联结；
③ 毛细现象带来的联结作用。

临界平衡的摩擦接触失去稳定，引起部分颗粒运动，
并导致颗粒骨架整体重构，
表现为可观的宏观变形。

4.3 基于结构弱化的湿陷现象分析
Jennings 等[17]曾指出：Bishop 形式的有效应力

此外，颗粒内部存在的裂隙也可能被水浸润，使得

公式不能合理描述湿陷现象，但后续研究发现，只

颗粒更易破损，加剧了颗粒骨架重构。同样，鉴于
复杂的水合与吸附作用，固态孔隙水显然也是影响

要选择了恰当的本构模型，再联合有效应力公式是
可以合理描述湿陷行为的。而本文定义的广义土结

黏土性质的重要因素[16]。

构概念有助于揭示湿陷现象的本质。

其次，收缩膜也是一种重要的联结相，但其属
于毛细作用，因此常被形如 (ua  uw ) 的基质吸力来

土体湿化时，将改变两相孔隙流体（液态孔隙
水和孔隙气）的体积分数及连通性，各流体压强也

统一表征。实际上，当非饱和土被分为广义土结构

将自发调整，以求达到新的平衡。然而，增湿过程

和孔隙流体后，则液态孔隙水压强和孔隙气压强成
为广义土结构所受的外部作用。因此，毛细力的来

并不会使两相孔隙流体同时产生显著的超孔压，意
味着孔隙流体并不会分担更多外荷载，也就是说，

源可以被合理划分为两部分，如图 10 所示：① 气

广义土结构承担的外荷载不会有太大变化。

水压强差引起的颗粒趋近力 (ua  uw ) ；② 收缩膜

实际上，湿陷的本质原因是广义土结构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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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湿陷是由含水率变化引起的广义土结构改

真实断面积为 (1  n) A 。根据式（3），液态孔隙水

变所导致的。一旦饱和度改变，意味着广义土结构

和孔隙气作用引起的压强土骨架应力的作用面积
n
n
分别为： wL (1  n) A 和 a (1  n) A ，如图 12 所示。

n
n

结作用都将随之改变。湿化过程中，如果总联结作
用显著减弱，意味着广义土结构承载能力弱化，则
强结构性土必然发生湿陷。如果将非饱和土视为一
种材料，则广义土结构的性质变化的确可以理解为
材料特性的改变，
应选用合理的本构参数予以表征。

5

基于非饱和土 6 相模型的应力分析

yz
nA

na
(1  n) A
n

ua

nwL
(1  n) A uw
n

Z
Y

5.1 代表性相间作用分析
基于非饱和土 6 相模型，可以合理分析相间相
互作用，找到控制土体力学性质的应力变量，为研
究强度、本构和变形问题奠定基础。本小节将简述
两种典型的相间作用：
① 孔隙流体压强对承载结构
的作用：引起压强土骨架应力；② 收缩膜对颗粒骨

收缩膜
固态孔隙水
胶质
土颗粒

y

A

中的物理化学作用、胶结作用和表面张力提供的联

O

图 12 广义土结构单侧应力分布示意图
Fig.12 Lateral stress distribution of generalized
soil structure

必须注意的是，压强土骨架应力虽然在数值上
与孔隙流体压强相等，
但两者的物理本质截然不同，

5.1.1 孔隙流体压强对颗粒骨架的作用
邵龙潭等[6, 18]已经详细分析过孔隙水压强对土

切不可混为一谈。以饱和土微元断面为例，如图 13
所示，全断面上的平均应力 uw 就是 Terzaghi 定义的
中性应力，但其包含了孔隙流体压强及其引起的压
强土骨架应力两部分，可见，简单地将中性应力视

骨架的影响。对于饱和土，孔隙水压强会在土颗粒

为流体压强并不合理。

架的作用：表面张力引起的联结应力。

（土骨架）中引起应力，如图 11 所示，该应力虽然
数值上与孔隙水压强相等，但物理本质是土骨架应

uw

力而非水压强，因此笔者将这种由孔隙流体压强在
颗粒骨架内部引起的应力定义为压强土骨架应力。
uw
uw

uw

uw

uw

uw

uw

图 13 饱和土中性应力示意图
Fig.13 Illustration of neutral stress for saturated soil

uw

uw

5.1.2 收缩膜对颗粒骨架的作用
uw

uw

图 11 均匀水压强引起的压强土骨架应力示意图
Fig.11 Soil skeleton stress caused by uniform
water pressure

同样，对于非饱和土，液态孔隙水和孔隙气压
强作用均会在承载结构中产生压强土骨架应力，数
值上应等于相应的流体压强。不同的是，非饱和土
中两相流体是并存的，其赋存状态决定了承载结构

除受到孔隙流体作用外，广义土结构所含各相
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宏观来看，这些物理
化学作用综合表现为影响粒间联结的作用。现以收
缩膜为例，说明联结相的作用机制。
Fredlund 等[20]曾用图 14 所示的简化模型来表
示收缩膜与其他相的平衡关系，其将表面张力的法
向分量 Tv* 引起的应力表达为式（5）
，却认为表面张
力的水平分量 Th* 能够相互抵消而未做进一步讨论。

中的压强土骨架应力并不均匀。简单起见，根据均

 vc*   vc  f * (ua  uw )  f * (ua  uw )

匀孔隙介质体积与面积分数等价理论[19]，可认为两
种压强土骨架应力的作用面积按照体积分数分配。

然而笔者认为，表面张力的水平分量 Th* 对于广
义土结构的贡献可能更为重要。实际上， Th* 的存在

与 Shao 等[6]类似，假设图 3 所示的非饱和土微元的
侧面积为 A ，则广义孔隙面积为 nA ，广义土结构

相当于对颗粒骨架施加了“预应力”，增强了颗粒骨

（5）

架的整体性，从而改善其承载能力。取图 14 中的收

第9期

段晓梦等：非饱和土的承载结构与岩土广义结构性


Ts
Th*

同样，基于修正  (ua  uw ) 项的思想，Lu 等[2326]

Rs*

定义了吸应力并将之引入非饱和土有效应力公式。

Tv*

Tv*

Ts

虽然吸应力概念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但本质

  Th*

仍是对  (ua  uw ) 项的一种修正。实际上，基于非

A*



气
基质吸力：
(ua  uw ) 

(ua  uw )
水

土颗粒

饱和土 6 相模型，笔者认为合理的吸应力定义[27]应

收缩膜
(厚度=t)

能表征多种联结相对颗粒骨架的联结作用，即

 s   pc   ce   cap

土颗粒

[20]

图 14 收缩膜平衡示意图
Fig.14 Illustration of the equilibrium of contractile skin[20]

 hc*

 hc*
 hc*

图 15 收缩膜横向应力示意图
Fig.15 Horizontal stress caused by surface tension
in contractile skin

缩膜单独分析，如图 15 所示，则 Th* 引起的应力 hc* 为

 hc* 

3109

Th* Ts cos  

t
t

（6）

式中：Th*  Ts cos   ，是表面张力的水平分量；t 为
收缩膜厚度； Ts 为表面张力；   为方向角。
根据图 14 和图 15 可知，基质吸力 (ua  uw ) 与
*
v

T 均为法向力，可见  hc* 才是收缩膜对颗粒骨架产

生联结作用的主因，而非  vc* 。需要注意的是，由
于收缩膜分布具有随机性，因此，  hc* 与宏观吸应
力中的  cap 并不直接相等，  cap 只是收缩膜对颗粒
骨架作用的宏观统计度量。
5.2 土中的“预应力”—— 吸应力
基于 6 相模型，可以找到土中具有实际物理意
义的应力变量，以避免随意定义虚拟的应力状态变
量。例如，为了表征基质势，非饱和土研究中长期

（7）

式中：  s 为吸应力；  pc 为颗粒间的物理化学作用
力引起的应力；  ce 为化学胶结作用产生的应力；

 cap 为收缩膜表面张力引起的应力。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各项均是定义在承载结构的视面积，即微元总
面积上的宏观应力。
如前所述，饱和与非饱和土的主要差异是承载
结构不同，那么，吸应力究竟如何表征土的承载结
构差异呢？实际上，  pc 、  ce 和  cap 分别对应于本
文定义的 3 种联结相。观察图 9 可见，左侧列自下
而上是本文定义的 4 种土结构，而右侧列自下而上
3 相则分别叠加在相应的土结构上，起到增强颗粒
联结的作用。综合吸应力定义式（7）和图 9，显然
 ce 与胶质相关，  pc 与固态孔隙水及颗粒间距相
关，而反映表面张力的  cap 与收缩膜有关。可见，
式（7）定义的吸应力具有十分明确的物理意义，即
影响粒间联结性质的应力。
吸应力的作用可以类比于钢结构来理解。假设
3 个同尺寸的钢三角架，杆件联结点分别为摩擦接
触、铰接和刚接，如图 16 所示。当有外力 F 作用
时，对于摩擦接触的三角架（图 16(a)），由于杆间
联结十分薄弱，结构极易解体破坏；对于铰接三角
架（图 16(b)），其具备桁架的受力特点，能够承担
外载；对于刚接三角架（图 16(c)），其杆间联结更
强，是超静定结构，因此承载能力最佳。
F

F

F

使用的基质吸力 (ua  uw ) ，其本质仅是气水压强
差，源于根据毛细管模型建立的 Yong-Laplace 方程。
由于 Bishop 等[21]在推导非饱和土有效应力公式时，
人为将 k1uw  k2 ua 移项后得到了  (ua  uw ) ，使得后
续研究不断试图修正该项，以期能够更好地反映基
质势的影响。甚至 Fredlund 等[20, 22]提出了应力状态
变量理论，认为应力状态变量可由  、 uw 和 ua 根
据需要进行人为组合。然而，此做法显然具有极大
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 uw 和 ua 本身具有明确
的物理本质，任意组合后无法保证所得变量仍然具
有合理的物理意义。

(a) 摩擦

(b) 铰接

(c) 刚接

图 16 不同连接形式的三角钢架示意图
Fig.16 Triangular steel structures with
different connections

显然，将土视为结构时，土颗粒就相当于钢结
构中的杆件，简单堆积的颗粒骨架就如同图 16(a)
所示的钢架，由于单元间的联结性差，其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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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而非饱和土中的胶质、固态孔隙水和收缩膜

首先，对于静置的未受荷非饱和土，即除重力

则起到了增强粒间联结的作用，犹如在杆间增加了

外不受其他任何外荷载作用，此时，显然重力会在

铰结点或刚结点，能够明显改善整体结构的承载能

颗粒骨架中引起应力，
将之定义为重力土骨架应力。

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土类比于预应力混凝土来

其次，当有外荷载作用时，其会在非饱和土内
产生两种作用效果：① 在广义土结构中产生应力；

理解吸应力的作用：颗粒骨架作为承载结构的核心，

② 改变孔隙流体压强，即产生超孔压。这两种作用

可理解为混凝土，而胶质、固态孔隙水和收缩膜可

可以理解为承载结构和孔隙流体对外荷载的分担。

视为内预应力钢筋，相当于对颗粒骨架施加了内预

将承载结构分担的外荷载所引起土骨架应力，定义

应力。可见，吸应力可以理解为土中的内预应力，

为外力土骨架应力，专指外荷载对广义土结构的作

其强化了颗粒骨架，提高了其承载能力。

用。而孔隙流体分担的外荷载所引起的超孔压，与

用吸应力来宏观表征胶质、固态孔隙水和收缩

重力引起的初始孔隙流体压强构成各相孔隙流体的

膜等对土颗粒的联结作用，实际上是将颗粒间复杂

总压强，均会在颗粒骨架中引起相应的压强土骨架

的联结机制从承载结构中解耦出来，从而使本构模

应力。
最后，固态孔隙水、胶质和收缩膜 3 相对颗粒

型只需针对颗粒骨架来建立，本构参数只需与颗粒
骨架特性相关。以摩尔-库仑强度准则为例，独立吸

骨架的联结应力即为吸应力。
对于仅考虑机械荷载的静态问题，土骨架总应

应力实际上是将与之相关的黏聚系数 C 独立出来，
而颗粒骨架的特性则主要与摩擦角相关。
综上所述，
吸应力可视为土中的“内预应力”，
对颗粒骨架起到了联结作用。当采用摩尔-库仑准则
时，吸应力与黏聚系数 C 直接相关[28]，可以通过土
的拉伸试验来确定吸应力值[2930]。作为一个宏观统
计应力，吸应力的解析表达式难以确定，应用时，
可通过有限组直接拉伸试验测定吸应力随饱和度的
变化规律，
进而拟合得到吸应力曲线和经验表达式。
5.3 土中的“有效应力”—— 土骨架总应力
有效应力一直是土力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及至
有效应力原理被推广到非饱和土中，由于问题的复
杂性，出现了诸如 Bishop 有效应力公式[21]、应力状
态变量理论[20, 22]、含吸应力的有效应力公式[2326]、
独立分析孔隙流体压强作用的有效应力研究[6,18]及
应力框架理论[21]等诸多观点。这些代表性观点各有
特色，虽然对有效应力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均涉及

力即由上述各部分组成，即由自重、外荷载、孔隙
流体压强和联结作用分别引起的重力土骨架应力、
外力土骨架应力、压强土骨架应力和吸应力。该土
骨架总应力就是“有效应力”，只不过其所含 4 种
应力的产生机制各不相同，应用时单独考虑可能更
为简便。对于需要考虑渗流或多场耦合的问题，应
再额外考虑相关作用对颗粒骨架的影响。例如，渗
流力可以视为颗粒骨架承受的外加体力。

6

结

论

（1）非饱和土可以细分为颗粒骨架、胶质、固
态孔隙水、液态孔隙水、收缩膜和孔隙气 6 相。由
颗粒骨架、胶质、固态孔隙水和收缩膜 4 相所构成
的广义土结构就是非饱和土的承载结构，而饱和土
的承载结构是广义土骨架（没有收缩膜），但两者的
核心都是颗粒骨架。综上所述，可将饱和与非饱和

了基质吸力 (ua  uw ) 。然而，将本质含义仅为压强

土的区别简单归纳为承载结构和孔隙流体相数的差
异。

差的 (ua  uw ) 用于表征土中吸力或势差的做法值

（2）广义结构性能够定性描述土体承载结构的

得商榷。实际上，虽然组分多样且相互作用复杂，
但土中应力均由某种特定因素所引起，必然各自具

特点，有助于理解、分析和解释一些岩土材料的特
殊性质。例如，湿陷的本质是土体承载结构的弱化，

有物理本质。因此，在合理分相并分析相间作用后，

即广义土结构的性质改变。

才能正确定义土中各应力变量。

（3）中性应力涉及孔隙流体压强和压强土骨架
应力两个不同的物理概念，因此不应被直接视为流

如前所述，作为承载结构的核心，颗粒骨架的
变形，
即颗粒变形和运动的总体表现就是土的变形。

体压强。吸应力可以宏观表征土颗粒间的联结作用，

因此，颗粒骨架中的总应力就应是渴望得到的“有
效应力”，本文定义为土骨架总应力。至此，只需

可以理解为施加在颗粒骨架上的“预应力”。
（4）土体变形的本质是颗粒变形和运动的总体

逐一分析颗粒骨架所受各作用，就能揭示土骨架总

表现，亦即颗粒骨架的变形。因此，颗粒骨架中的

应力的物理意义。

土骨架总应力就是“有效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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