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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泡轻质土路基受载-破坏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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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某原型工程采用的新型气泡轻质填土路基，通过室内相似模型试验和 UDEC 数值模拟相结合分析的手段，研

究该气泡轻质土路基在受载-破坏过程中的变形特征和受力破坏机制，得到了该过程中路基内部的应变变化、应力分布以及
沉降变形规律等数据。研究表明：该种气泡轻质土路基在受载-破坏过程中，内部老路基首先发生变形，当荷载达到 175 kPa
后，中层左侧轻质土路基内部最先发生塑性变形直至破坏；轻质土路基与老路基交接处易受老路基沉降变形与轻质土路基破
坏变形的共同作用而产生弯剪破坏裂缝，最终导致路基失稳；该气泡轻质土路基受载-破坏模式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从弹性变
形到塑性屈服，最终发生弯剪破坏的过程，即先局部破坏再整体失稳；纵向上老路基的应力传递比轻质土路基小；一定荷载
范围（小于 100 kPa）内，路基变形程度与路基深度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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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test on load-failure of a foamed lightweight soil subgrade
YANG Qi1, ZHANG You-yi1,

LIU Hua-qiang1, QIN Hua2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China;
2. Sichuan Communication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Chengdu, Sichuan 61001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odel experiment and UDEC simulation combined analysis method,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amage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load-failure of a new type foamed lightweight soil subgrade were studied. The variation of strain,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the law of de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rocess of load-failure of the
lightweight soil subgrade, the inner old roadbed is first to deform. When the load reached 175 kPa, plastic deformation firstly occurs
in the middle of the subgrade at the left side. The junction between lightweight soil subgrade and old subgrade is easily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ld subgrade settlement deformation and new subgrade failure deformation, resulting in bending shear failure
crack, and finally causing damage. The foamed lightweight soil subgrade load-failure mode is from inside to outside with elastic
deformation to plastic yield, finally to shear failure (local damage to overall instability). In the longitudinal direction, the stress
transfer of the old roadbed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lightweight soil roadbed. Within a certain load range (less than 100 kPa), the
deformation of the subgrade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depth of the subgrade.
Keywords: foamed lightweight soil subgrad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failure mechanism; simulation

1 引 言

果[1]。例如，广东京珠高速公路粤境南段太和互通
北二环 K18+070～K18+70 加宽段，由于主线左侧

气泡轻质填土路基是一种由气泡轻质土填筑而

建有厂房，拆迁困难而使加宽工作难以进行，后采

成的新型路基，相比普通路基具有高强轻质、凝结

用气泡轻质土方案，顺利解决问题并取得良好的效

自立、不均匀沉降小、施工便捷等特点，可应用于

果；日本北海道高速公路枢纽工程在长 25 m 的软

桥头搭接、旧路拓宽、结构减载等多种工况，对解

弱路基上填筑 11 m 高的气泡轻质土，达到了减轻软

决路基不均匀沉降、桥头跳车等问题具有良好效

土地基压力的效果[2]。国内已有学者对气泡轻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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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耐久性、稳定性以及施工技术方法等方面进
行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36]。而国外学

1

作为路基填料使用时具体设计参数的研究。
但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外对气泡轻质填土路
制的相关研究少有涉及，因此，本文依托实际工程
项目，通过室内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相结合分析的
手段，
研究气泡轻质土路基在受载-破坏过程中的变
形特征和受力破坏机制。

2 室内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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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711]分别进行了气泡轻质土道路模型试验以及其

基在受载直至破坏过程中的变形特征和受力破坏机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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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b、c、d、e、f、a1、b2、d3 均为常数；F
为单位力。可得相似判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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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型采用原材料制作，则弹性模量相似比

2.1 原型工程概况
本试验依托原型为四川省道 216 线李子坪至

CE  1 ，根据相似理论[12]进行推导，可得本模型各
物理量的取值，如表 1 所示。

棉垭段改建工程 K108+900～K109+500 段。
省道 216
线公路起于四川甘孜州，经桑堆、稻城、木里、梅
雨、岔河至攀枝花，全长 762 km。项目区位于青藏

Table 1

表 1 物理量相似常数取值
Values of physical similarity constants

高原与云贵高原结合部，地势起伏较大，气候阴冷

相似判据
1 m  1 p

相似常数
C  1

所取模型与原型的应力相同

干燥。工程区位于一处古滑坡上，滑坡工点地处木

2 m  2p

C F  CL2

所取模型所加集中力为原型的 1/100

3 m  3p

Cq  C L

所取模型所加线荷载为原型的 1/10

4 m  4p

C  1 / C L

5 m  5p

C  1

里县东侧。为减小古滑坡上部荷载，该改建工程采
用气泡轻质填土路基方案进行施工，其路基横断面

本模型物理量取值

所取模型重度与原型一致
所取模型与原型的泊松比一致

设计图如 1 所示。图中 Ht、At 和 Aw 分别表示路基
换填高度、填方面积和挖方面积，Wz 和 Wy 则分别
表示路面左、右幅宽。

考虑模型边界条件，柳飞[13]、刘鹏[14]指出，由
于模型箱侧壁阻力的影响，必然会引起边界条件或
变形条件的改变，且尺寸越小，模型影响越大。原

30

M7.5 浆砌片石

50 50

900 cm

≤500 cm ≤500 cm
50

路面结构层
3.2 mm@2.5×2.5 镀锌铁丝网

型路基左侧为浇筑气泡轻质土使用的挡板，侧向支
5 050 mm

K108+522.001
Ht=4.89 Wz=5.00
Wy=5.00
.
防渗土工膜
.
2 120.79 mAt=45.68 Aw=17.16 2 120.79 m
轻质土顶面 50
.
2.00% 2 120.9 m2.00%

气泡混合轻质土
30×30 cm 级
配碎石盲沟
150 cm
包裹渗水土工布
30×30 cm 级
配碎石盲沟
150 cm
包裹渗水土工布
150 cm

30 cm 厚级配碎石垫层
80 cm
110 cm 15 cm 厚级配碎石垫层
300 cm

图 1 路基断面图
Fig.1 Cross section of subgrade

撑力较小，右侧为风化岩质边坡。为减小模型边界
条件的影响，模型左侧使用可拆卸活动挡板，轻质
土路基养护成形后进行拆除；模型右侧使用角钢+
钢化玻璃进行支撑，并在模型制作过程中对玻璃表
面进行刷油处理，以减小边界对模型的摩阻力影响。
考虑模型尺寸效应，张文龙等[15]研究表明，对
于某种地基模型试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随着荷载
板宽度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存在着一个载荷板尺寸
效应的界限值，在界限值内板载荷试验测试的承载
力比离散性较小，因此，本文采用模型槽最短边/
承载板宽度 B / d ≤ 5 ，模型宽为 1.0 m，高为 1.2 m，
纵长为 1.4 m，承载板尺寸为 0.2 m×0.8 m。由于气

2.2 模型设计

泡轻质土是一种相对低弹性模量、低强度的弹塑性

模 型采用缩尺比例为 1 : 1 0 ，则几何相似比
模型尺寸 1
。各物理量间的推导关系可假
CL 

原型尺寸 10

材料，常见相似材料难以模拟其力学特性，因此本

设为   [ P, L, E , q,  , ] ,其中，σ 为应力，P 为集中

并不是本试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忽略重度变化

荷载，L 为模型几何尺寸，E 为弹性模量，q 为线荷

带来的误差。其中气泡轻质土路基部分采用原配比

载，  为重度，  为泊松比，进行量纲分析有：

制作，老路基部分考虑粒径尺寸效应后采用压实后

模型采用原型材料制作。按相似比计算，模型中应
增大的材料重度换算成路基上部等效荷载，考虑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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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式液压加载系统

与路基弹性模量相近的粉黏土和碎石土制作，路基

承载板

压力传感器

各部分材料参数如表 2、3 所示。

百分表

厚 6 cm 的碎
石土垫层

试验模型先进行老路基的分层夯实制作，夯实
完成后为保证路基压实度需静载预压 30 d，再进行

顶层轻质土，厚 30.0 cm

24.5 cm

台阶开挖制作。老路基制作完成后进行气泡轻质土
90
cm

固定端

路基的分层浇筑，每层浇筑厚度为 30.0 cm，固化剂

表 2 老路基材料参数
Parameters of materials in old subgrade

Table 2

液限
/%

塑限
/%

c



/%

干密度
/ (g/cm3)

/ kPa

/ (°)

10

2.5

34

21

18

20

含水率

Table 3

中层轻质土，厚 30.0 cm
24.5 cm 老 路 基 材 料 为
压实的砂土

70
cm

采用 P42.5 水泥，
发泡剂起泡密度为 50 kg/m（图 2）
。
3

可拆卸挡板

底层轻质土
30.0
cm

厚 30 cm 的路基基
床，材料为碎石土

100
cm
(a) 示意图
加载系统

表 3 填筑路基气泡轻质土参数
Parameters of foamed lightweight soil
in filling subgrade

老路基

材料
类别

重度
/ (kN/m3)

抗压强度
/ MPa

弹性模量
/ MPa

c
/ kPa


/ (°)

顶层路基
中层路基
底层路基

5.8
5.0
4.1

1.2
0.5
0.4

300
125
100

180
130
110

30
25
21

高 70 cm
固定端

(b) 实物照片

图 3 模型示意图及实物照片
Fig.3 Model schematic diagram and photos
路基右侧

路基左侧
承载板, 上承千斤顶
(b) 分层浇筑

图 2 模型制作过程
Fig.2 Model making process

Ka-排监测点

40 cm

路 Ka-5(3,2)
基
纵
向

Ka-6(4,1)

2.3 试验方法
本试验采用液压千斤顶+砝码进行加载，荷载

Ka-5(3,2)

Kb-排监测点

Ka-6(4,1)

大小依据《公路路基设计规范》中公路 1 级车道荷

路
基
纵
向

Ka-7

40 cm

(a) 老路基制作

Ka-7

(a) 模型水平剖切图

载及表 1 取值，加载方式为分级连续加载，初始荷
载为 1.29 kN（路基表面加载系统的质量），每级增

路基左侧

加 0.80 kN，每级荷载作用 1 min，10 kN 后每级作

顶层轻质土
5

路基右侧

路基中部
侧

7

6

用 2 min，液压千斤顶下放置 10 t 的电子压力传感
器读取数据，路基面层上放置 0.2 m×0.8 m 的刚性
承载板，承载板上两端放置砝码，模拟路基受均布
荷载（见图 3）。
本试验采用防水电阻式应变片和微型土压力盒

中层轻质土
4

3

监测点点位

底层轻质土
2

1

进 行对路基 模型内部 进行 监测，应 变片阻值为
120 ·m，灵敏系数 K  (2.05±1)%，土压力盒量
程为 0.5 MPa，路基表面设置量程为 0～10 mm 的千
分表进行监测。
监测点布置如图 4 所示，沿荷载作用线下为 Ka

(b) 模型竖向剖面图

图 4 模型监测点位置
Fig.4 Monitoring point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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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 中 Ka–3 测点曲线可看出，当荷载为 0～

时拆除左侧挡板，使用应变采集仪进行数据采集。

175 kPa 时，路基中层内部整体压应变呈线性增大，

2.4 数据及分析

发生弹性压密；当荷载为 175～300 kPa 时，距路基

2.4.1 荷载作用下路基不同水平位置的变形特征

中心线 40 cm 左侧处，压应变呈非线性增大，发生

当模型加载破坏并产生裂缝后，此时内部应变

塑性变形，表明该处路基处于压密后紧缩阶段，内

片监测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模型整体轴向变形，尤

部产生细小裂隙；当荷载大于 300 kPa 时，压应变

其扩容现象会导致监测点出现应变回弹，甚至出现

急剧变大，该处轻质土路基变形程度急剧增大，表

拉应变，
因此本文暂不分析模型破坏后的应力-应变

明此时发生塑性屈服，裂隙扩展；随着荷载增加，

特性。其中，顶层轻质土路基和中层轻质土路基不

裂隙连通直至出现宏观微细裂缝，且此处出现时间

同位置内部变形程度分别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最早。总体上看，当荷载达到 175 kPa 后，沿荷载
作用线下中层左侧轻质土路基内部微隙开始起裂－

350

连通－扩展，基体材料表现出压密－紧缩－屈服破

累计荷载/ kPa

300

坏的整个过程，而中层其他处基体材料没有发生受

塑性变形

压破坏。

250

图 7 是路基底部变形情况。从图中可见：当荷

200

载小于 30 kPa 时，路基底部无明显变形；当荷载为

弹性变形

150

测点 5，顶层左侧
测点 6，顶层中部
测点 7，顶层右侧

100
50
0
0.000 0.005

Fig.5

0.025

0.030

图 5 顶层轻质土路基变形
Deformation on the top of subgrade

累计荷载/ kPa

荷载增加，底部两部分路基变形不再增大，总体上
老路基的变形程度大于轻质土路基部分；由于轻质
性模量（30～50 MPa）大，即轻质土路基变形相对

破坏失稳

250

较小，造成老路基土体实际上受围压作用，且荷载
越大，则围压越大，而当土体周围轻质土受载破坏

紧缩阶段

150
100
压缩阶段

开裂时，老路基土体即发生回弹变形。同时可见，
Ka-3，路基中层
Kb-3，路基中层
Ka-4，路基中层
Kb-4，路基中层

0
0.0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轴向应变 / %

Fig.6

路基部分在 250 kPa 时才开始出现塑性变形；随着

土路基的弹性模量（100～300 MPa）较老路基的弹

300

50

随 荷 载 的 增 加而 呈 线 性增 大 ； 当 荷 载 为 200 ～
250 kPa 时，轻质土路基部分已出现塑性变形，而老

0.010 0.015 0.020
轴向应变 / %

350

200

30～200 kPa 时，底部轻质土路基和老路基压应变均

当荷载为 250 kPa 时，路基纵向上，老路基在荷载
作用线下的应变比距 40 cm 处的大 60%，而轻质土
路基在荷载作用线下的应变比距 40 cm 处的大
10%，这表明纵向上老路基的应力传递要比轻质土
路基的小。

图 6 中层轻质土路基变形
Deformation of the middle layer of subgrade
350
300

应变。当荷载为 0～150 kPa 时，随荷载增加，压应

250

变呈线性逐渐增大，表明此阶段为弹性变形，发生
弹性压密；当荷载大于 150 kPa 时，压应变曲线开
始上弯且只有小幅增加，测点 6 的（顶层左侧路基）
压应变甚至发生少量回弹，此时顶层路基表现为随
着荷载增大，压应变增加很小，说明此阶段中下层

累计荷载/ kPa

由图 5 可见，顶层路基不同位置受载后产生压

轻质
土路基

200
150

Ka-3，路基中层
Kb-3，路基中层
Ka-4，路基中层
Kb-4，路基中层

100
50
0
0.00

轻质土路基发生了塑性变形，使得下部反力减小。
整体上轻质土路基顶层受载后不同位置变形规律基
本一致。

老路基

Fig.7

0.01

0.02 0.03 0.04
轴向应变 / %

0.05

0.06

图 7 路基底部变形
Subgrade bottom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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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荷载作用下路基不同深度位置的变形特征
本文取荷载作用线下沿路基中线处不同深度和

3125

向微小裂缝，此时路基左侧变形大于中心处变形，
在上部荷载作用下导致路基中下部受弯剪作用。随

距路基中线 40 cm 左侧处不同深度的变形情况进行

着荷载增大，路基底部和中部发展出几条细小裂缝，

研究，如图 8(a)、8(b)所示。

随后从路面到基底出现一条贯穿性主裂缝，导致路

350

基失稳破坏，此时路基变形程度最大。
深 80 cm

2.4.3 荷载作用下路基受力机制及破坏模式的讨论

深 15 cm
深 45 cm

图 9 和图 10 是荷载作用线所在横断面上距路基

250

中线 40 cm 处路基左侧部分和沿路基中线处的应力

200

分布情况。

150
Ka-5, 深度为 15 cm 处
Ka-3, 深度为 45 cm 处
Ka-2, 深度为 80 cm 处

100
50

0
0.0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轴向应变 / %
(a) 距路基中线 40 cm 处路基左侧

0

350
深 45 cm

深 15 cm

20

应力 /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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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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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kN
7.2 kN
10.0 kN
15.0 kN
20.0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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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250
深 80 cm
200

图 9 路基左侧部分应力分布
Fig.9

150
100

Ka-6, 深度 15 cm 处
Ka-4, 深度 45 cm 处
Ka-1, 深度 80 cm 处

50
0
0.00

0.01

0.02 0.03 0.04
轴向应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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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深度位置变形特征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epths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路基在受载后距路基中线
40 cm 处路基左侧：当荷载在 0～225 kPa 时，深度
为 15 cm 处变形程度最大，而 80 cm 处变形最小，

Stress distribution on the left subgrade

0

0.06

(b) 路基中线处

Fi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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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路基中部应力分布
Fig.10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middle subgrade

此时路基大部分变形属于弹性变形，当荷载大于
225 kPa 时，深度为 45 cm 处路基内部应变呈非线性

对比图 9 和图 10 可看出，路基内部应力从上到

增大，而其他位置轴应变变化较小，表明沿路基中

下逐渐变小；当路面累计荷载为 1.3～7.2 kN 时，路

线深 45 cm 处发生塑性变形。从图 8(b)路基中线处

基顶层应力最大，达到了 18 kPa，而路基底部为

荷载-应变曲线可看出：当荷载在 0～100 kPa 时，

3 kPa 左右，基底应力仅约为顶部应力的 16.7%，此

深度为 15 cm 处变形程度最大；随着荷载增大，深

时整体上路基左侧和中部位置路基内部的应力大致

度为 80 cm 处变形程度逐渐增加并最终达到最大。

相同。当路面累计荷载为 10.0～20.0 kN 时，路基顶

由图 8(a)、8(b)对比表明：一定荷载范围内（左侧

层左侧内部平均应力为 57 kPa，略大于中部位置的

路基部分小于 225 kPa，路基中线处小于 100 kPa），

55 kPa，推测该现象的原因为路基中心部位的旧路

路基模型变形程度与路基深度成反比，
即深度越深，

基产生压缩变形导致上部应力减小，此时基底平均

变形程度越小。综上分析，气泡轻质填土路基受载

应力为 5 kPa。当荷载达到 35.0 kN 时，轻质土路基

后，随荷载增大，内部老路基首先发生沉降变形，

内部发生塑性变形，路基内部的老路基压缩变形基

当土体沉降固结后，气泡轻质土路基外侧中下部受

本完成，此时应力重新分布：路基顶层左侧应力相

力后首先进入塑性变形并达到屈服，宏观表现为横

对变小为 75 kPa，路基顶层中部应力相对变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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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kPa，应力变化相对较小；路基中层应力变化较

连 续性及路 基材料内 部的 不连续性 ，本文采用

大，中层左侧应力为 28 kPa，比中部应力 15 kPa 多

UDEC 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UDEC（universal

出 46.4%；路基底层左侧应力为 10 kPa，底层中部

distinct element code）是一款由 ITASCA 公司开发

位置应力为 13 kPa，相差较小。当荷载大于 35.0 kN

处理不连续介质的二维通用离散元数值模拟程序，

后，轻质土路基内部发生塑性变形直至破坏，其中

适用于模拟非连续介质在承受静载或动荷载作用下

必然发生应力重分布。可见，轻质填土路基从受载

的响应。

到破坏的过程中，路基内部应力分布不断变化，而

3.1 模型建立

老路基的压缩变形对这一过程的影响较大。
结合路基表面破坏特征（图 11）分析可得，当

根据路基原型概况，模型尺寸与原型尺寸为
1:1，模型宽、高分别为 10、12 m，简化台阶设计。

路面荷载达到一定强度后，路基外侧中上部位首先

使用 bl 命令建立模型框架，使用 crack 建立旧路基

发生塑性变形，路基承载力受影响逐渐变小。随着

台阶及各层轻质土路基的分界线。在实际施工中轻

荷载的增大，路基中下部受弯剪作用逐渐出现竖向

质土路基进行分层填筑，且需在上一层凝结完成后

裂缝，直至贯穿路基上部形成贯穿裂缝导致路基失

方能进行，这会使得轻质土路基内部有多个平行的

稳。可看出，整个破坏模式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从弹

不连续面，本文用节理对这些不连续面进行模拟，

性变形到塑性屈服，最终发生弯剪破坏的过程，即

用 jset 对节理参数进行赋值。考虑气泡轻质土有弹

先局部破坏再整体失稳的破坏模式。造成这种破坏

塑性材料的特征，本模拟中使模型块体和节理遵循

模式的原因在于气泡轻质填土路基各层的材料特性

Mohr-Coulomb 准则，路基本构模型为弹塑性模型，

不同：顶层轻质土路基强度较大，整体性较强，中、

模型块体区域划分如图 12 所示。

下部强度较低，弹性模量较小，使路基顶层形成强
轻质土路基

度较高的板体，导致内部先发生破坏。

12 m

原有路基

基岩
10 m

受弯剪作用

图 12 模型块体区域划分
Fig.12 Model block region division

①

④
③

模型中，老路基材料参数按实际路基物理参数
②

图 11 路基表面破坏特征
Fig.11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subgrade surface

3 基于离散元的数值模拟分析
根据第 2 章节分析，气泡轻质填土路基内部发
生受弯剪破坏，而模型试验由于监测点位布置较少

选取，如表 4 所示。
表 4 模型参数取值参数
Table 4 Values of model parameters
材料类别

重度/ (kN/m3)

弹性模量/ MPa

c/ kPa

 / (°)

老路基

1 800

50

18

20

气泡轻质土路基参数按表 3 选取，基底和路基
右侧取为固定边界。
3.2 模拟结果分析

及布置方式等原因，难以全面地监测该破坏模式下

模型建立后，使用 bound 命令固定模型底部和

模型内部应力变化情况。为更好地研究该气泡轻质

右侧边界，并设置初始条件。对路基模型表面施加

填土路基受载-破坏过程中的变形特征和受力破坏

竖向分级应力荷载：0（重力平衡）、50、100、150、

机制，并基于气泡轻质土路基和原有路基之间的不

200 kPa，直至 400 kPa，结果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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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ov-16 20:05
cycle 5500
time=1.304 s
block plot
no.zones: total
1 344
at yield surface(*)
40
yielded in past (X) 828
tensile failure (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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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ov-16 20:05
cycle 5 500
time=1.304 s
block plot
no.zones: total
1 344
at yield surface(*)
85
yielded in past (X) 777
tensile failure (o)
24

(a)   50 kPa

(b)   200 kPa

3-Nov-16 20:05
cycle 5 500
time=1.304 s
block plot
no.zones: total
1 344
at yield surface(*)
113
yielded in past (X) 783
tensile failure (o)
8

3-Nov-16 20:05
cycle 5 500
time=1.304 s
block plot
no.zones: total
1 344
at yield surface(*)
117
yielded in past (X) 768
tensile failure (o)
9

(c)   300 kPa

(d)   400 kPa

图 13 模型弹塑性变形特征
Fig.13 Elastic and plastic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l

从图 13 可以看出，当路基表面荷载在 0～

8.84×10−3m；对比模型试验图 8 的结果可见，当荷

50 kPa 时，路基内部轻质土没有弹塑性变形，而老

载在一定范围时（小于 100 kPa），路基深度越深，

路基基底位置出现少部分塑性变形；当荷载达到

竖向位移和轴向应变都越小，此时路基内部材料处

200 kPa 时，
轻质土路基内左侧中下部位置首先发生

于线弹性变形范围，应变和位移之间有一定联系，

小范围的拉伸破坏，老路基塑性变形增大。当荷载

这表示一定情况下，可以通过轻质土路基内部应变

至 300 kPa 时，老路基底部右侧受压发生塑性屈服，

的监测来判断竖向位移即路基沉降量的变化，但这

轻质土路基左侧沉降变形较为明显。当荷载增大至

一想法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

400 kPa 时，
轻质土路基左侧中下部位置发生屈服破
坏并沿节理面产生位移，宏观上表现为横向细小裂

0.2
-0.1

同位置位移进行追踪，为与模型试验结果相对比分

-0.2

监测结果见图 14、15。
通过图 14、15 可看出：路基左侧顶部 5 号点处

竖向位移/ m

UDEC 程序中可通过 hist 命令可对路基内部不

左侧取 2、3、5 号点，路基中部取 1、4、6 号点，

0.6

时间/ s
0.8
1.0

1.2

1.4

0.0

缝。

析，本模拟中监测点位取与图 4 相同位置，即路基

0.4

-0.3
-0.4
-0.5

底部 2 号点
中部 3 号点
顶部 5 号点

-0.6

竖向位移最大达 0.53 m，而底部 2 号点处竖向位移
最大仅为 6.25×10−3 m；路基中部 6 号点处竖向位移
最大达 0.27 m，底部 1 号点处竖向位移最大为

Fig.14

图 14 路基左侧点位竖向位移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left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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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破坏的过程，即先局部破坏再整体失稳的破坏模
式。

沉降变形最小，两端较大，且距路基中线距离越远，

（4）纵向上老路基的应力传递要比轻质土路基

则沉降变形越大，呈阶梯式变化。但总体上路基左

的小，一定荷载范围内（小于 100 kPa）路基变形程

侧沉降变形最大，这与模型试验所得规律相同。

度与路基深度成反比，即深度越深，变形程度越小。
（5）由于试验中模型尺寸较大，材料刚度较小，

0.0
0.00

0.2

0.4

时间/ s
0.6
0.8

1.0

1.2

1.4

散，加之应变片是在轻质土浇筑期间埋入，进行了
防水处理并待模型养护 28 d 后进行的加载试验，其

-0.05

竖向位移/ m

使得顶部竖向荷载向下传递时会有较明显的应力分

灵敏度必然受到影响，因此造成本文监测点应变数

-0.10

据偏小。虽然应力分散效应符合实际路基的传力特
-0.15

征，但本文并非足尺试验，难免对试验分析带来了

-0.20
底部 1 号点
中部 4 号点
顶部 6 号点

-0.25

不利影响，期待后续研究改进。
对实际工程有以下两点建议：
（1）对普通公路路基的监测多采用位移桩和沉

-0.30

Fig.15

图 15 路基中部点位竖向位移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middle points

降桩的监测手段，但气泡轻质土路基材料刚度相对
较大，沉降量不易观测，目前国内没有相应成熟的
监测手段。针对上述结论（1）的思考，可考虑对轻
质土路基填筑挡板进行改良，沿纵向相对位置设置
可封闭和开启的窗口进行监测，如本文图 1 所示。

-8.000×10−1
-7.000×10−1
-6.000×10−1
-5.000×10−1
-4.000×10−1
-3.000×10−1
-2.000×10−1
-1.000×10−1
0.000×100

（2）从本文研究结论出发，建议对易发生变形
的轻质土路基左侧端部竖向设置钢筋柱；另外，本
文研究表明：旧有路基沉降变形对轻质土路基有较
大影响，在轻质土填筑施工前应保证老路基的压实
度和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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