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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土石坝心墙掺砾黏土开展模拟心墙单元小主应力方向加载的真三轴试验，首先对试样进行不同围压条件下等向固结，

然后保持小主应力恒定，通过调整大主应力和中主应力，以模拟土石坝竣工后的初始三向应力状态。试验过程中保持大主应力
和中主应力恒定，从小主应力方向单向加载，以模拟土石坝蓄水过程中心墙单元所经历的应力路径。试验结果与常规三轴试验
以及复杂应力条件下大主应力方向真三轴加载试验结果都有显著不同。不同初始应力条件下，不同主应力方向的初始切线模量
和初始切线泊松比的变化规律非常复杂，应力–应变显现出明显的各向异性。在心墙堆石坝施工过程及蓄水过程中，心墙单元
所经历的应力路径明显不同，合理的土体本构模型应该对这种由于加荷路径不同所引起的不同方向模量和泊松比进行合理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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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triaxial test on clay mixed with gravel with stress increment loading from
minor principal stress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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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ue triaxial tests on clay mixed with gravel were carried out under complex stress state to simulate the loading process of
core wall elements under water storage process, and loading was applied from the minor principal stress direction. Under initial state,
the major principal stress and the second principal stress were adjusted with constant minor principal stress; initial anisotropic stress
state was reached to simulate the stress state of dam elements. The major principal stress and second principal stress were then kept
constant. Minor principal stress increment was applied to simulate the stress path that core wall elements go through during the process
of water storage. Test result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 of conventional triaxial tests and true triaxial tests
loading from major principal stress direction.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stress conditions, the initial tangent modulus and initial Poisson’s
ratio of the principal stress direction are very complex, and the stress - strain curve shows obvious anisotropy. In the process of core wall
rockfill dam construction and the water storage process, the stress path experienced by the core wall uni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The
reasonable soil constitutive model should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modulus and Poisson’s ratios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loading paths.
Keywords: true triaxial test; minor principal stress; anisotropy; clay mixed with gravel; stress path

1 引 言
土石坝是历史最悠久的坝型，具有坝基适应性
强、抗震性能好等优势。近 20 年来，我国的土石坝

工程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建成、在建和拟建的土
石坝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其中不乏坝高超过 200 m
的高坝及超高坝。坝体及防渗体应力变形分析是土
石坝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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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土体模型多建立在室内常规三轴试验简单
应力条件下，再将常规三轴试验得到的轴向加载应
力-应变规律加以各向同性的假设推广到其他主应
力方向。土石坝土体单元处于三向复杂应力状态，
是典型的三维问题[1−2]，蓄水过程中应力增量施加的
方向和填筑也不同，相应的单元应力-应变规律也更
加复杂[3]。考虑这种三向复杂应力条件下不同加载方
向应力路径的土体应力-应变特征，采用合适的土体
本构模型描述这种应力-应变关系，是进行土石坝有
限元数值分析以获取合理土石坝应力-应变的必要
前提[4−6]。
心墙作为土石坝防渗体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浸润
线，减少渗流量并防止渗透破坏坝体，其稳定性关
系到整个大坝的安全。土石坝一般采用黏性土作为
心墙，用透水性较好的砂石料作坝壳料。对于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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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仪器与材料
2.1 试验仪器
本试验采用河海大学自主研发的 TSW– 40 刚柔
复合中型真三轴仪，仪器在继承原有的 ZSY–1 小型
真三轴试验仪[10]优点的基础上，根据粗粒土试样的
特点，采用了较大的试样尺寸并改进了加荷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等。TSW– 40 真三轴仪所用试样尺寸
为 12.0 cm×12.0 cm×12.0（或 6.0）cm，小主应力  3
不再使用压力室加载方式，采用水囊加压的方式进
行独立加荷，最大量程为 800 kPa，避免了中主应力
和大主应力必须在小主应力基础上加压的缺陷，从
而在一定加荷范围内，可以实现 3 个主应力轴的自
由转换。仪器主要由加荷系统、计算机测控数据采
集系统等部分组成，如图 1 所示。

石坝，为避免过大的不均匀变形，需要在黏土中掺
加强度相对较高的砾石料，即心墙掺砾黏土。土石
坝施工过程中，心墙单元所经历的应力路径接近于
等应力比应力路径，应力增量主要从大主应力方向
施加，采用建立在轴向加载试验结果基础上的常规
土体本构模型，如邓肯 E-B、E-v 模型或者是考虑三
维应力状态对邓肯模型进行修正的其他轴向加载模
型进行分析，基本可以反映实际应力路径[7−8]。
蓄水过程中心墙单元所经历的应力路径，应力
增量从小主应力方向施加，与大主应力轴向加荷条
件下的土体本构模型所描述的应力路径有明显不
同。如果仍旧沿用常规模型开展应力变形数值分析，
计算结果和实际相比会产生相当误差。有必要针对
心墙掺砾黏土开展描述蓄水过程应力路径的试验研
究，为相关本构模型的研究提供依据。

Fig.1

图 1 TSW– 40 型真三轴仪
TSW– 40 true triaxial testing apparatus

2.2 试验材料
根据试验要求，本次试验土料和文献[1]中心墙
砾质土相同，黏土与砾石的质量比为 1:1，砾石粒径

为研究心墙土体单元在三向复杂应力状态下蓄

在 2～5 mm 范围内，黏土为低塑限黏土，天然含水

水过程应力-应变规律，本文对文献[1]中试验所采用

率为 15.1%，液限为 33.4%，塑限为 19.6%，塑性指

的心墙掺砾料开展了复杂应力条件下真三轴小主应

数为 13.8，土体相对密度为 2.71。试样土料干密度

力方向加载试验。试验所用试样及初始应力状态设

为 1.93 g/cm3。

定和文献[1]一致。试验中，对处于不同初始应力状
态的试样，从小主应力方向施加应力增量，开展复
杂应力条件下小主应力单向加载试验，从而模拟不

3 掺砾黏土小主应力加载真三轴试验
3.1 试验方案

同初始三向复杂应力状态下单向加荷在土体应力单

控制试验土料在相同的密度和含水率，按照相

元中引起的应力-应变规律。这种加荷路径简单，易

同制样方法分别装样进行不同围压、不同初始三向

于在试验中控制，尽管与土石坝蓄水过程中的实际

应力条件下小主应力方向的加载试验：首先施加一

加荷方式可能仍有不同，但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

定围压  3 ，各个主应力从 0 开始加载；等向加压稳

映土石坝蓄水过程中从小主应力方向加荷的应力路

定后，在  3 基础上按比例分别增加大主应力 1 和中

径，试验结果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描述土石坝蓄水过

主应力  2 ，使试样处于初始三向应力状态下，达到

程心墙应力单元的应力-应变规律[9]。

试验方案中的初始 b0（ b0  ( 2   3 ) / (1   3 )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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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加压稳定后，从小主应力方向施加单向应力增

依次放置下透水板、滤纸、试样、滤纸、上透水板；

量。试验过程中量测试样的应变增量等相关参数，

在试样上套上特制立方体橡皮膜，安装试样帽；在

试验采用的应力路径如图 2 所示。

试样下部套上橡胶垫和夹板，用螺母将夹板固定到
基座上，将试样下部密封；在试样帽上套上橡胶垫
和夹板，用螺母将夹板固定到试样帽上，将试样上
部密封。试样安装完成后如图 3 所示。
（3）加载系统就位 在试样左、右位置固定小
主应力加载水囊，前、后位置放置中主应力复合加

图 2 加荷路径示意图
Fig.2 Stress path of the testing

压板和垫块；为防止试样刺破水囊，水囊和橡皮膜
之间以及复合加压板和橡皮膜之间加覆土工布。

按照  3 不同，试验分为 100、200、400 kPa 三个

（4）接触 采用仪器试验控制程序控制电机和

系列，以比较不同初始围压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对

加压缸，首先控制前后中主应力（y 方向）加压板与

同一围压下的试验，通过调节大主应力来控制 b0 值，

试样接触，然后控制上、下大主应力（z 方向）加压

以保证最后的试验增量应力–应变关系具有可比性。

板与试样接触。将 1 、 2 预压到 0.01 MPa 后，控制

对同一围压系列试验，随着 b0 的增加，中主应力数

左、右小主应力（x 方向）加压缸进水，将水囊加压

值虽然不变，但其相对大小增加，更接近于大主应

到 0.02 MPa。

力。不同的初始围压、初始三向应力状态（即 b0 值
不同）下的试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5）试验加载 按照试验方案，在试验控制程
序界面输入应力路径，完成预压，清空变形值和内
存，开始正式加载试验。

Table1

表 1 真三轴试验初始三向应力状态
Initial stress conditions of true triaxial test
3 个方向的应力/kPa

围压 3/kPa
100
200
400

b0 = 0.2

b0 = 0.5

b0 = 0.8

850,250,100
950,350,200
1150,550,400

400,250,100
500,350,200
750,550,400

287,250,100
387,350,200
587,550,400

注：9 组数据为 3 个主应力，即大主应力、中主应力和小主应力。

3.2 试样制备
首先将取自坝址现场的心墙黏土风干、碾压，
过 2 mm 筛备用；制样时，将风干土样喷洒一定的水
量，使之达到最优含水率，然后把土料放入养护筒
内数天，使水分在水膜压力的作用下逐渐转移均匀
后进行击实制样；在制样模内壁涂凡士林，按照控
制干密度要求，称 5 份相应重量的黏土料和砾石料；

图 3 试样安装图
Fig.3 Sample in apparatus

4 试验结果分析

将每份黏土和砾石料充分混合，分 5 层击实，每层

试验加载过程中，初始小主应力方向应力增量

为 2.4 cm，每层击实到相应高度后将表面刮毛，以保

超过一定范围后，随应力增量的大小不同，原来的

证层与层之间结合紧密；击实完成后进行拆模、取

小主应力方向可能会转换为中主应力甚至大主应

样，拆模过程确保立方体试样形状完整，边角没有

力；相应的，原中主应力和大主应力因保持恒定，

缺损，保证试样初始状态的统一。

可能转换为小主应力或中主应力，即发生了主应力

3.3 试验步骤

轴的旋转。下文分析中主要对应力-应变增量关系曲

试验分为以下 5 个主要步骤：
（1）开机 打开计算机测控系统，启动试验程
序，联接各个主应力方向控制器与伺服电机。
（2）装样

线的初始切线部分进行分析，因此，仍沿用原主应
力大小的表述。
4.1 试验结果

将试样从制样模中取出后称量质

图 4 为不同围压及不同条件下小主应力方向加

量，量测试样 3 个边长并记录；在仪器试样基座上

载时  3 与  3 、1 与  3 以及  2 与  3 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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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100 kPa 下  3 –  3 关系

(b)  3 =100 kPa 下 1 与  3 关系

(d)  3 =200 kPa 下  3 与  3 关系

(e)  3 =200 kPa 下 1 与  3 关系

(g)  3 =400 kPa 下  3 与  3 关系

Fig.4

(h)  3 =400 kPa 下 1 与  3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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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100 kPa 下  2 与  3 关系

(f)  3 =200 kPa 下  2 与  3 关系

(i)  3 =400 kPa 下  2 与  3 关系

图 4 不同围压下小主应力方向加载应力–应变关系
Stress and strain relationships along minor principal stress direction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曲线。图中，主应力和主应变曲线描述了三向应力

图 4(b)、4(e)、4(h)给出了大主应力方向应变与

状态稳定后，再施加小主应力增量引起的试样主应

小主应力方向应变增量（ 1   3 ）关系曲线，曲

力和应变增量之间关系。明显可见在三向应力的初

线形态类似于常规三轴试验中轴向应变和侧向应变

始条件下，从小主应力方向单向加载，应力-应变

（  a   r ）之间的曲线形态，可以用双曲线从一

曲线和常规三轴试验的轴对称试验结果相比有很大

定程度上进行模拟，其切线斜率也随初始应力状态

不同。与文献[1]所描述的大主应力方向加载试验结

的不同而变化。

果也有明显差异。

图 4(c)、4(f)、4(i)给出的中主应力方向应变和小

4.2 试验结果分析

主应力方向应变增量（  2   3 ）关系曲线，与普

图 4(a)、4(d)、4(g)给出了不同围压、不同 b0 条

通三轴试验得到的轴向应变增量和侧向应变增量

件下小主应力  3 方向应力增量和加荷方向应变增量

（  a   r ）关系曲线的形态类似。在变形方面，

（  3   3 ）的关系曲线，曲线形态类似直线，与

小主应变  3 在 3 种围压状态下均一直处于压缩变

常规三轴试验中轴向应力和轴向应变增量（  a 
 a ）之间的规律，以及文献[1]所给出的大主应力方

形；中主应变  2 在小围压 100 kPa 下表现为略微膨

向应力增量和应变增量（ 1  1 ）的关系曲线，

小；大主应变  1 在 3 种围压状态下也均为压缩变

都有很大差异 [11−12] ，这不符合土体各向同性的假

形；较大围压下  1 和  2 都是压缩变形，但在相同初

设，说明土体表现出了各向异性；且随着围压的增

始应力状态下，  1 比  2 压缩变形相对大得多。

大，曲线的初始斜率增加；对同一围压条件下，随
着 b0 的增加，曲线的初始斜率降低。

胀，而在另外两种围压下表现为压缩且数值都很

本次真三轴试验采用单向加载，试验的加载应
力路径比较简单，加载方向应力增量和应变增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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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加载方向和对应侧向变形方向应变增量关
系，可以采用弹性理论对试验结果进行整理，并沿
用增量切线模量和切线泊松比的概念对试验曲线的
起始部分进行简单分析。根据图 4 所列不同围压及
初始 b0 条件下小主应力加荷试验整理，用初始切线
模 量 E3 和 初 始 切 线 泊 松 比  13 和  23 表 示 ，

E3   3 /  3 ，13  1 /  3 ， 23   2 /  3 ，
如表 2 所示。
表 2 初始切线模量 E3 与初始切线泊松比随围压
和 b0 值变化规律
Table 2 Initial tangent modulus E3 and initial Poisson’s
ratio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and b0
泊松比

 3 /kPa

b0

E3/MPa

v13

v23

100

0.2

98.97

-0.42

0.01

100

0.5

73.43

-0.17

-0.11

100

0.8

62.82

-0.13

-0.12

200

0.2

167.59

-0.43

-0.06

200

0.5

121.31

-0.29

-0.18

200

0.8

111.19

-0.25

-0.23

400

0.2

186.70

-0.69

-0.07

400

0.5

139.42

-0.32

-0.21

400

0.8

130.17

-0.21

-0.32

Fig.5

图 5 初始切线模量与围压关系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itial tangent modulus and
confining pressure

文献[1]给出了相同初始应力条件下，大主应力
方向加载的相应结果，整理出的不同方向初始切线
模量 E1 和初始切线泊松比  21 和  31 变化规律如表 3
所示，E1  1 / 1 ， 21   2 / 1 ， 31   3 / 1 。
表 3 初始切线模量 E1 与初始切线泊松比随围压
和 b0 值变化规律
Table 3 Initial tangent modulus E1 and initial Poisson’s
ratio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and b0
b0

E1/MPa

100

0.2

100

图 6 初始切线泊松比与围压关系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itial Poisson’s ratio
and confining pressure

逐渐增加，体现了土的压硬性。同时代表土体侧向

泊松比

 3 /kPa

Fig.6

v 21

v 31

变形能力的指标初始切线泊松比变化规律更为复

19.49

0.29

0.67

0.5

38.82

0.20

0.47

杂，表 2 及图 6 结果显示，从小主应力方向施加应

100

0.8

55.56

0.13

0.37

力增量，在大主应力方向引起的应变，均是压缩应

200

0.2

55.25

0.19

0.45

变，对应的泊松比 13 均为负值，其量值随围压增大

200

0.5

92.14

0.10

0.16

而增大；从小主应力方向施加应力增量，在中主应

200

0.8

104.27

0.08

0.09

400

0.2

80.14

0.15

0.25

400

0.5

108.82

0.07

0.14

力方向引起的应变，除当围压为 100 kPa，b0  0.2 时
出现膨胀变形，其他应力状态试验结果也均为压缩

400

0.8

121.76

0.06

0.07

变形，对应的泊松比 23 大部分为负值，其量值随围
压增大而增大。

根据表 2 及表 3 试验结果绘制出初始切线模量

随初始 b0 从 0.2 增大到 0.8，在 100 kPa 围压试

与围压的关系如图 5 所示，初始切线泊松比与围压

验中，
初始切线模量从 98.97 MPa 降低到 62.82 MPa，

关系如图 6 所示。

降低了 36.5%；200 kPa 围压试验中，初始切线模量

由表 2、3 及图 5 可见，在相同 b0 条件下，随围

从 167.59 MPa 降低到 111.19 MPa，降低了 33.7%；

压由 100 kPa 增大到 400 kPa，相应的初始切线模量

400 kPa 围压试验中，初始切线模量从 186.7 MPa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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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到 130.17 MPa，降低了 30.1%。

3275

始应力状态下，从小主应力方向加载时初始切线模

由图 5、6 可见，在相同初始 b0 条件下，随围压

量与初始切线泊松比随围压变化的规律同大主应力

由 100 kPa 增大到 400 kPa，相应的初始切线模量也

方向加载时规律相同，但相同围压下初始切线模量

逐渐增加，同时代表土体变形能力的指标泊松比随

与初始切线泊松比规律有明显差异。

之降低，这一变化符合土体压硬性的一般规律。

（3）三维应力条件下小主应力方向加载的应力

文献[1]中给出的大主应力方向加载的初始切线

变形规律，与传统三轴试验向加载以及三维应力条

模量 E1 和本文试验得到的小主应力方向加载的初始

件下的大主应力方向加载的结果相比，无论是整体

切线模量 E3 的变化规律有明显差异； E1 随 b0 增加而

规律还是具体量值都有很大不同，说明土石坝蓄水

增加， E3 随 b0 值增加而降低；本文试验方案具有一

阶段心墙土体单元的应力变形规律与传统三轴试验

定的特殊性，同一围压下，不同初始 b0 值下，中主

所揭示的应力-变形规律有明显差异，在开展土石坝

应力  2 和小主应力  3 都保持恒定，b0 值的改变是通

应力-变形数值分析中，应采用合理的土体本构模

过调整大主应力 1 来实现。初始状态 b0 值越小， 1

型，反映不同加载方式对土石坝心墙料的应力-变形

越大，在中主应力和小主应力保持恒定的条件下，

规律影响，从而对蓄水阶段心墙工作状态进行合理

初始状态下试样在大主应力方向的约束越强，试样

描述。

初始状态下的球应力 p 也越大，在小主应力方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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