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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空洞坍塌影响的加筋路基研究综述
陈福全，赖丰文，李大勇
（福州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摘

要：工程上常利用水平加筋法来预防或延迟因受交通荷载和地下水等因素导致空洞坍塌而引起的临近道路的突发性破

坏，起到破坏预警作用；但加筋体界面特性与作用机制相当复杂，下伏空洞加筋路基缺少完善的设计方法。通过总结国内外
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重点阐述了受空洞坍塌影响的加筋路基-路堤力学机制与作用机制，包括对路堤填土滑移面的定义、
层间土拱效应、加筋体拉膜效应、塌陷区上覆填土膨胀、锚固区筋土界面摩擦及过渡区加筋体张拉力折减等方面；总结了空
洞区加筋路基已有的设计方法，并进行了对比与讨论。结果表明，已有成果对受空洞坍塌影响的加筋路基-路堤荷载传递机
制、渐进性破坏演变机制、沉降计算、极限承载力与稳定性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针对加筋体上方荷载分布形式仍未
形成定论，现有设计方法过于保守，并指明了进一步的研究建议，可为今后研究提供方向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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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f the art in research of geosynthetic-reinforced embankment overlying voids
CHEN Fu-quan, LAI Feng-wen, LI Da-yo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6, China)

Abstract: Horizontal reinforcement solutions are generally used in pavement engineering to prevent or delay the sudden damage of
adjacent roads caused by collapse of cavities induced by vehicle loads and ground water, and to provide an early warning. This kind
of approach is extensively adopted in many countries, but load transfer mechanis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faces between the
geosynthetics and soils are not yet fully understood. This study presents an 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for the
geosynthetic-reinforced embankment overlying voids. The mechanical mechanisms (e.g. sliding surfaces of the embankment fills,
arching theory, membrane effect, soil expansion over the geosynthetics, friction in anchorage areas and reduction of tensions in the
transition areas) are mainly introduced. The comparison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design methods are also discussed. To improve the
design methods, the several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prior literatures need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load transfer mechanisms,
delayed deformation and collapse due to the geosythetics, settlement calculation,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embankment subjected to localized voids. The load distributions have not been revealed, the exiting design methods are overly
conservative. A set of recommendations and insights is presented for further researches.
Keywords: void collapses; horizontal reinforcement solutions; geosynthetics; reinforced embank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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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文件《国家公路网规划
（2013-2030 年）
》
，截至 2030 年，我国将建成总规
5

模 4.01×10 km 的 国家公路 网，新增普通国 道

1.59×105 km、高速公路 3.30×104 km，这意味着近
20 年我国仍将大量新建并完善交通路网。为有效缓
解用地紧张、降低工程造价和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
展，路基工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建设在空洞地基之上。
如何在空洞地基上方修建道路，同时满足其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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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性需求，已成为相关科研工作者亟待解决的

附近发生岩溶塌陷 50 处，翻车 1 次，铁路外有

问题。

30 余处发生岩溶塌陷，经压浆等整治处理，历时

路基在路堤自重、车辆荷载及震动作用下，由

18 个月，花费 220 万元，才恢复正常运行[19]。在

于空洞的存在，道路常面临局部沉陷、路面开裂等

国外，跨越以色列与约旦的死海海岸自 2000 年以

危害，导致公路的使用安全和正常运营遭受了极大

来，土洞塌陷量以每年 70 个的速度增长，2009 年

。如南昆线的正线长 863.5 km，以路堤

后更是以每年 400 个在急速增长[20]。南非西兰德

的形式通过的地段有 300.5 km，其中可溶岩地段长

N14 国道连续发生 3 起空洞坍塌事故，花费近 730

387.6 km，施工过程中岩溶塌陷有记录的达 63 处

万美元维修，但仍然存在安全隐患[21]。将国内外近

之多[17]；桂林一高速公路在仅 15 km 长的路基施工

十年典型的道路（铁路）塌陷具体情况进行汇总并

时，探明了多达 500 个土洞，分布最密集的是在

列入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下卧空洞路基已对交

100 m 长路段内发现 40 多个，且路堤修筑完工即发

通及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甚至给人民的日

的挑战

[119]

[18]

生 5 起突发性坍陷，塌陷直径均大于 5 m

；浙赣

常生活带来了困扰；观察地表塌陷形态，基本可以

线分宜车站在距铁路线 0.05～1.40 km 范围内有

将其划分为沟渠型及圆筒型塌陷，国内外学者对此

9 个抽水井，使地下水位降至 6～30 m，在铁路线

已基本达成共识[15, 2224]，如图 1 所示。

表 1 近年典型的道路（铁路）塌陷情况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road or railway collapses in recent years
塌陷时间

塌陷地点

塌陷情形

危害及影响

塌陷原因

2006-05-23

萨拉戈萨市 N232 高速路段

长约 1.5 m，宽约 0.5 m

车辆无法通行

岩溶塌陷

2006-10-25

马德里-巴萨罗那铁路段

长约 10 m，宽约 6 m

火车停运

岩溶塌陷

2007-12-22

危地马拉市街道交叉口

洞径约 30 m，深约 60 m

3 死一伤，24 人处于危险中，转移 450 人

岩溶塌陷

2009-05-13

宾夕法尼亚州

整个路面结构坍塌

交通严重堵塞

下伏采石场

2010-05-29

危地马拉市中心地段

洞径约 18 m，深约 36 m

3 栋大楼坍塌，3 人失联

岩溶塌陷

2011-07-06

深圳深惠路

面积约 20 m2，深约 3 m

车辆陷入洞内

下卧过水涵洞

2012-08-25

济南港西路与旅游路交叉口

路面局部下沉并塌陷

交通严重堵塞

地下管道锈蚀

2013-05-20

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

长为 12 m、宽为 6 m、
深为 3～4 m

多人掉入坑内并确认 4 人遇难

下卧暗渠，路基常年受流
水侵蚀

2014-09-06

北京地铁 14 号线附近

面积至少 30 m2，近 5 m 深

车辆后轮悬于空中，10 条公交线路改道

雨水下渗导致路基土膨松

广州琶洲大桥北公交站附近

约为 5 m 深

导致煤气管道破裂，交通严重堵塞

地下工程施工时，未将泥
土回填密实导致下卧空洞

2016-07-21

成都武侯区

长约 1.5 m，宽约 1 m

交通拥堵

岩溶地貌与地下管道锈蚀

2016-08-26

南宁城区青竹立交桥附近

面积约 10 m2

道路封闭

岩溶塌陷

2015-01-14

和施工增加了成本[2627]。即便采用这些保守措施，
岩溶地区道路工程在工后也可能继续发育或溶解土
洞导致路堤突发性沉陷与失稳，存在巨大的安全隐
患。国外公路工程中常使用水平加筋法防止或延迟
路基因空洞沉陷造成突发性的破坏[25,

1315, 2831]

，

[68, 16, 24, 25, 3236]

近年国内也广泛地应用了该技术
(a) 沟渠型塌陷

(b) 圆筒型塌陷

。水

平加筋法的应用在解决地基下卧空洞问题时，凸显

图 1 塌陷的地表形态（图片来源于网络）
Fig.1 Surface morphology of sinkholes(pictures
from internet)

了巨大的优势：

岩溶地貌、地下管道锈蚀等自然因素或矿采资

体或邻近道路路基，有效减少路堤差异沉降及侧向

（1）土工合成材料加固作用 土工格栅、土工
网等土工合成材料加筋作用可加固洞室上方顶板土

源开采及浅埋隧道开挖等人为因素常导致地基下卧
空洞，地下水作用进一步诱发了地表局部沉陷[25]。

变形；当洞室顶板土层厚度较小、洞室跨度不大时，

针对实际工程，工程师们通常对已探明的空洞采用

降和失稳的安全系数。

避绕、铺设刚性板跨越、注浆加固洞室顶板土体等
方法处理或减缓空洞所带来的危害，这给工程设计

（2）沉降与失稳延迟效应 下卧洞室跨度较大
时，加筋体无法完全防治加筋路基因土洞的坍塌而

加筋体甚至可以防止路堤塌陷，提高路堤抗工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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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产生的变形，但加筋路基的沉降与失稳也是渐

网会形成悬链状阻止路堤竖向变形，车辆仍可以安

进式演变，而非突发性，最终完全沉陷前所具有的

全通行（限速 60 km/h）。

缓冲期对行驶车辆和人员起到预警作用，进而可避
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和人员的伤亡，如图 2 所示。
（3）经济与环保效应

Kempton 等[39]率先开展了圆筒型塌陷上方加筋
路基模型试验。Alexiew 等[40]研究了加筋路基道路

土工合成材料安装方

结构中圆形空洞坍塌对不同类型的土工合成材料的

便，易于施工，大幅度缩短了工期，降低了工程建

影响。Bridle 等[41]在圆筒型空洞上方铺设双层土工

设成本；另外，土工合成材料对环境影响有限，施

格栅，得出了空洞洞径、加筋体挠曲变形及张拉力

工过程不易产生噪音，完全符合环保理念。

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加筋路基最大允许洞径计算方
法。

水平加筋体

上述试验成果证明了加筋路基防治空洞坍塌的
突发式局部沉陷

渐进式局部沉陷

可靠性。筋材拉膜效应促使洞室上覆荷载缓慢加载
引起加筋体变形，路堤发生渐进式演变而非瞬时塌

路堤
空洞坍塌
(a) 无加筋路基

路基
(b) 加筋路基

图 2 水平加筋法处治空洞坍塌[37]
Fig.2 Horizontal reinforcement treating void collapses

陷。加筋路基在国外被逐渐推广和应用，但洞室上
覆填土其他受力机制（如土拱效应、土体膨胀等）
仍未被揭示，一套完整、成熟的设计方法亟待提出。
法国研究团队 RAFAEL 进行了两阶段原型试
验，试图建立欧洲设计方法及规程[42]。第 1 阶段，
通过抽吸底部路基形成洞径为 2 m 和 4 m 的空洞上

然而，土工合成材料与土接触界面特性和它们

方加筋路基-黏土路堤，路堤填高 1.5 m，采用单层

相互作用机制极其复杂，受空洞坍塌影响的加筋路
基-路堤渐进演变特性与力学机制至今尚未揭示，国

或双层土工格栅加筋。第 2 阶段，分别使用砂土、

内仍未形成可靠的设计理论和可操作规范，属于典

的比值 H / D 对加筋路基-路堤的影响。

碎石、黏土为路堤填料，研究不同路堤高度与洞径
为探究锚固区和塌陷区加筋体对应的路基沉

型的“技术先行，理论滞后”发展状态。通过总结
国内外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重点阐述受空洞坍塌

降，Briancon 等[4344]以 2 m 长、1 m 宽的沟渠模拟

影响的加筋路基-路堤力学机制、作用机制与现有的

空洞，将光纤传感器植入加筋体中，精确量测了加

设计方法，指出目前抗空洞塌陷的加筋路基研究不
足点，为今后研究提供方向和参考。

筋体内应变大小，得出路基变形量，实现了对路基

2

研究概况

2.1 试验研究
水平加筋法主要用于处理垃圾填埋场、铁路及
公路路基下伏空洞问题。为验证其可靠性，
Kinney [38]
首先以沟渠上方加筋路基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原型量
测试验，其中沟渠宽度为 1.22～2.07 m，无黏性路
堤填土高为 0.76 m。由于土工格栅抗拉刚度（J 为
73～180 kN/m）较低，可以明确观察到路堤顶部发
生较大的沉陷，但其结构并未发生破坏。随后，
Kinney 等[3]简要地提出了相应的数学模型以便用于
设计抗空洞塌陷的加筋路基，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
原型量测。试验结果表明，在交通荷载作用下，下
伏空洞的加筋路基与完整路基上方路堤顶部变形基
本一致；尽管理论模型描述的变形与筋材实际变形
存在差异，但其拟合效果足以满足设计要求。Blight
等[1]以防矿洞坍塌的钢筋网加筋道路结构为研究对
象，通过现场监测观察到采矿区发生塌陷时，钢筋

的沉降监测。Briancon 等[29]观察到塌陷区上方加筋
体应变分布不均匀（边缘大中间小），而锚固区塌陷
区则逐渐减小至 0。Schwerdt 等[45]揭示了空洞坍塌
后路基-路堤的荷载转移机制。Le 等[46]基于平面应
变条件，借助室内活动门试验模型，用铝条模拟土，
土工布跨越空洞，研究发现，塌陷区筋材变形规律
用抛物线或双曲线描述更为合适，用悬链线计算加
筋体应变偏大；路堤填土竖向变形随着高度变化呈
现双曲线变化；路堤填土滑移面向上扩张且与竖直
面夹角约为 45°  / 2 （  为土体内摩擦角），滑移
面内为主动土压力区；填土高度对其影响甚微。
Huang 等[47]在文献[16]的基础上，提出土体内摩擦
角、土体粒径对筋材的变形和张拉力有明显的影响；
若填土高 度较低，路表将发 生较大幅度沉陷 。
Huckert 等[2]利用足尺试验研究了圆形空洞坍塌的
演变过程（D 分别为 0.75、1.25、2.20 m）对加筋路
基-路堤荷载传递机制的影响，
路堤填料分别使用无
黏性土和黏性土。试验表明，黏性土与无黏性土坍
塌机制存在差异，对于无黏性填土，路表缓慢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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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材内力逐渐增加，其变形呈抛物线状；而黏性路

梁（beam）或板（plate）单元并结合界面单元模拟，

堤在空洞坍塌时变形较小，
空洞中心筋材呈扁平状，

从而较准确地描述了筋土界面剪切及加筋体变形问

说明其荷载分布并不均匀。

题。加筋体只有发生足够的变形才能发挥拉膜效应，

在浅埋隐伏空洞加筋地基极限承载力及稳定性

采用任意拉格朗日-欧拉耦合大变形有限元分析方

[48]

法（ALE-FEM）能够解决加筋路基-路堤填土的大

根据模型试验结果得到了下伏空洞地基有无加筋对

变形问题。Villard 等[54]提出的有限元模型在特定的

承载力的影响并总结了地基承载力系数与空洞分布

加筋方向下考虑了筋材的间断性、大变形以及加筋

方面，国外学者也展开了较广泛的研究。Das 等

通过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了

体非线性张拉力问题。Giroud 等[55]研究了平面应变

加筋层数与加筋厚度对空洞上方土工格室加筋砂垫

及轴对称条件下空洞上方加筋垫层承载特性，假设

情况的关系。Sireesh 等

[49]

[51]

加筋体承受均布荷载，结合土拱效应和拉膜效应给

进行了空洞上方加筋砂垫层承载力与变形的试验研

出了空洞上方加筋垫层的设计方法和图表。Gabr

究，针对加筋铺设层数、下伏土洞位置及砂垫层夯

等 [56] 通过有限元软件分析了下伏空洞的垃圾填埋

实度的影响展开分析。Flum 等[52]对矿洞上应用钢丝

场衬垫变形问题，分析表明土拱效应临界区位于土

网加固的路基进行了现场测试，总结试验数据后指

洞边缘应力集中区，加筋减少了衬垫应变，加筋体

出路基下伏矿业开采空洞在加筋之后提高了承载力

张拉力与空洞尺寸、洞室顶板厚度及上覆土压力等

系数，有效预防或减轻了空洞坍塌引发的危害。

因素均有关。Zhou 等[57]在拟静力条件下利用改进的

层承载性状的影响。Kiyosumi 等

[50]

和 Tafreshi 等

国内学者在试验研究方面成果较为缺乏。Zhu
等

[53]

无网格法（MPM）模拟了垃圾填埋场的局部坍陷影

提出作用在塌陷区内加筋体上方竖向荷载与

响下的填埋的垃圾体与上覆加筋垫层相互作用，以

筋材变形息息相关，随着加筋体变形逐渐增大，土

及边界滑动等性状。Poorooshasb[58]认为洞室顶板上

拱效应逐渐发挥，
筋材上方竖向荷载将达到最小值，

铺设密实碎石和稍压实的碎石加筋垫层，可显著减

在一定范围内，与填土高度无关；填方高度低于完

少路基顶面沉降；对于极为密实的碎石层，为防止

整变形拱高度时，作用在筋材上方的土压力将随着

碎石掉入坑内，筋材反而容易分离，加筋效果难以

填方高度增加而增大，加筋体应变随着抗拉刚度增
大而减小。王芳洪[8]设计 1:5 的大比例室内模型试

最大化发挥。Tahmasebipoor 等[59]利用 Plaxis2D 研究

验研究了多层土工加筋体防治岩溶路基，确立了模

数和空洞尺寸等参数对下伏圆形空洞加筋地基竖向

型试验中土拱效应的临界高度及演化过程。贺炜

沉降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单层加筋而言，存在临

[6]

了单层加筋厚度、加筋体抗拉刚度、加筋长度及层

等 对路基岩溶上方多层加筋垫层承载和变形特性
展开了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多层加筋路基发

界加筋深度对应最大地基沉降；增加加筋层数及加
筋长度，地表沉降减小，空洞洞径较大时，加筋效

生土拱效应时，拱脚上移至顶层加筋体，路堤填土

果更为明显，但同样存在临界值。Benmebarek 等[9]

内部出现“双层土拱效应”，且荷载分布规律为顶层
最大，约占上部竖向荷载的 40%～54%，底层最小

研究了局部软弱区域尺寸、软弱土压缩系数、加筋
体抗拉刚度及路堤填土内摩擦角对局部软弱地基上

约为 16%，呈不均匀分布，塌陷区上方加筋体变形

覆加筋路堤沉降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分析

为抛物线状。
2.2 数值模拟研究

此类问题大变形法，较小变形法更为合适，加筋体
拉膜效应和路堤填土层间土拱效应的耦合作用改善

数值模拟能够帮助解决复杂工程的定性分析，

了路堤不均匀沉降。

系统研究目标体系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是岩土
工程师们进行综合判断的重要依据。
通过数值模拟，

有限差分模型可以解决加筋路基-路堤大变形
问题，但土颗粒接触界面难以定义，为简化分析，

分析受空洞坍塌影响的加筋路基需要较为准确地反

常采用弹塑性屈服准则描述土颗粒之间的复杂界

映以下几个问题：
（1）加筋路基-路堤填土大变形问题。

面。Agaiby 等[60]利用二维平面应变算法研究了下伏
空洞加筋地基在特定的几何尺寸、场地条件和土工

（2）加筋体的力学特性。

合成材料情况下，针对不同的空洞宽度、空洞位置、

（3）筋土界面模拟。
目前，主要借助有限元及离散元模拟两种研究

垫层材料及厚度、加筋体抗拉刚度等因素，采用
FLAC2D 计算了对应的基础及加筋体竖向变形和加

手段进行受空洞坍塌影响的加筋路基分析。
有限元分析过程中，加筋体常用绳（cable）、

筋体最大张拉力。Finley 等[61]对两处废弃填埋场覆
盖层坍塌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利用有限元差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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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引起的加筋层拉伸开裂、地基沉陷等问题，通

提出可结合加筋体与地

过考虑 Terzaghi 土拱效应计算得到了筋材上方荷

2D

下竖井技术加固岩溶土洞上方路堤，采用 FLAC

载，假设塌陷区加筋体应变均匀分布，锚固区加筋

证明了此工法的优越性，同时进行了空洞大小及加

体不发生滑动，即应变为 0。结合拉膜效应，建立

筋体抗拉刚度等参数分析。Lawson 等

[62]

基于正常
2D

了加筋体竖向荷载、张拉力、应变及挠曲之间的数

使用极限状态，采用有限差分软件 FLAC ，分析

值关系，提出了完整的抗局部坍陷设计理论，给出

了平面应变条件下加筋路基跨越空洞的可靠性问

了下伏土洞多层加筋垫层的计算理论，建立了详细

题，建立了加筋体抗拉刚度和张拉力之间的关系，

的公式、图表等设计要素，以及参数确定途径。与

为选择合适的加筋体以限制地表沉陷提供了参考，

只考虑加筋拉伸效应的方法相比，其提出的理论较

并提出高跨比 H / D （路堤高度与空洞洞径的比值）

合理与精确。Espinoza 等[69]试图对拉膜效应进行定

是决定路堤变形的主要因素，加筋体抗拉刚度为次

量分析，提出用抛物线或者圆曲线去拟合其变形，

要因素。

研究发现，当加筋体竖向挠曲并不明显时，拉膜效

有限元模拟操作便捷，但难以反映一些力学机

应发挥不显著，三者拟合效果良好；而变形较大时，

制。如土体膨胀、裂化和塌陷演变过程等。而借助

抛物线模型更加接近加筋体挠曲形状。Wang 等[70]

离散元分析模型可描述土层大变形、土颗粒转动、

和 Kuo 等[71]则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考虑了沉陷区

土体膨胀和压实、土层剪切或荷载转移[6365]等。殷

域上土层的相互作用，改进了加筋垫土顶面竖向应

苗苗

[16]

采用离散单元法分析了受岩溶塌陷影响的

力计算公式，但未改进加筋层强度计算方法。在改

根据模型试

进 Giroud 理论的同时，Wang 等[70]还给出了加筋土

验，利用 PFC2D 离散元软件模拟了空隙上方加筋路

层厚度和锚固长度的确定方法。Villard 等 [4] 根据

堤变形特性，结果表明空隙上方加筋体变形近似为

RAFAEL 系列试验结果，着重分析路堤成拱机制，

抛物线，路堤填土内摩擦角是影响地表沉陷的主要

假设变形土拱为半椭圆状，建立了路堤高度与成拱

因素。

高度的数值关系，
深入研究了土拱效应与拉膜效应。

加筋路基加筋体变形情况。Huang 等

[47]

离散元模型设置土颗粒与粗糙界面直接接触，

Gourc 等[72] 结合不同锚固方式下参数分析表明，加

在高应力-应变水平下，容易导致颗粒之间分离；另

筋方向与交通流向（纵向）一致时，加筋效果最佳

外，颗粒之间采用刚性连接不能完全反映加筋体的

且加筋路基更适用于小尺寸空洞，空洞坍塌伴随地

内力和变形情况。为提高计算精度，国外学者们提

表沉陷，路堤内部将形成土拱，同时筋材通过竖向

出了用 FEM 模拟加筋体与 DEM 模拟土颗粒的耦合
技术[12, 66]。Villard 等[12]采用此技术模拟了抗空洞坍

荷载发挥作用，限制了地表沉降；而对于大尺寸洞
室，在交通荷载作用下仅依靠加筋作用不足以抵抗

塌的低填方加筋路基变形特性，并与足尺试验和理

坍塌引起的局部沉陷。

论解析进行了对比，验证了 FEM-DEM 耦合技术的
合理性。Tran 等[66]用有限元模拟刚性路基和土工格

需要指出，上述理论研究均假设土工加筋材料
在空洞侧壁两端锚固区域与侧壁不产生相对位移，

栅，路堤填土则用离散元定义，展开了类似的研究，

这与实际有差别。Villard 等[5]通过考虑锚固区土工

认为土工合成材料的存在将阻碍土颗粒重排列。
Briancon 等[10]通过 PFC3D 嵌入 FEM-DEM 耦合模型

加筋材料的变形、滑移量及空洞侧壁边缘处应力变
化，提出设计新方法。Briancon 等[29]注意到锚固区

分析得到加筋体上方竖向荷载分布不均布；Villard

加筋材料的拉伸和空洞边缘应力的增大问题，预设

[13]

等 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对 Huckert 原型试验进行
了模拟，提出了在空洞演变过程中（洞径逐渐增大）

空洞下伏或侧伏于构筑物纵向上任一位置，研究了
洞室、边界，上覆盖土层和路基各部分相互影响作

荷载分布近似为圆锥形，而空洞发育完全后（洞径

用机制及其受加筋材料的搭接段面积、空洞大小及

不变，路堤下沉）荷载分布用抛物线描述更为合理。
2.3 理论研究

路堤的高度等几何参数等因素的影响特性，定义了
最佳的加筋材料搭接长度，
并给出了设计图谱。Feng

理论分析大都建立在试验或者数值模拟研究结

等[73]在 Briancon 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下

果的基础上，对设计方法的提出建立了理论基础。
Giroud 等 [6768]对水平加筋法处治路基空洞坍塌的

伏双空洞路基加筋体变形计算方法，分析过程简化
了筋土界面摩擦特性。

基本理论进行了初探，仅考虑了拉膜效应，方法偏

空洞分布密集区域修建公路与铁道时的路基坍

于保守。随后，Giroud 等

[15]

针对因不同变形和局部

塌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引起国内许多技术人员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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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注意。陈若曦[32]、陈云敏[74]、王非[3435]、朱
斌等

[2425]

洪元

、付宏渊

[36]

[75]

、殷苗苗

[16]

TA 为加筋体张拉力， 为上覆填土重度，H 为路堤

以及赵

填方高度。根据加筋体受力特性，将加筋体划分为

等都借助解析解手段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研

锚固区、过渡区、塌陷区。目前设计方法重点和难

究。陈云敏等

、贺炜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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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上覆填土土拱效应及加筋垫层

点集中于路堤填土滑移面的确定、层间土拱效应、

大变形，在局部沉陷条件下，将垫层划分为滑动区

加筋体拉膜效应、塌陷区上覆填土膨胀特性、锚固

与沉陷区，通过变形受力分析，以最大拉应变为控

区筋土界面摩擦特性、
过渡区加筋体张拉力折减等；

制标准，从而建立了工程上抗局部沉陷的加筋垫层

其中一部分机制已通过足尺试验或者室内模型试验

[24]

设计方法。朱斌等

根据提出的模型建立了抗空洞

得以验证，但仍有一部分停留于理论假设阶段，有

塌陷的水平加筋体设计方法，分析了滑动区水平加

待进一步研究。

筋体界面强度、上覆填土高度及有效内摩擦角和水

3.1 路堤填土滑移面

平加筋体抗拉刚度等对水平加筋体变形的影响。同
[25]

时，朱斌等

根据路堤填土特性，现有的设计方法一般将路

认为传统的 Terzaghi 土拱效应计算活

堤滑移面分为竖直滑移面及锥形滑移面（图 4）
，滑

动门松动土压力已不能满足工程设计要求，他总结

移面的差异将导致不同设计方法计算工程案例时得

现有模型试验结果，提出了能够考虑活动门位移相

到的结果偏差较大。Blivet 等[78]通过足尺试验观察

关的松动土压力，建立了新的加筋体设计方法。王

到低填方加筋路堤无黏性填土受圆形空洞塌陷的影

非等

[3435]

认为落水洞上覆加筋路堤填土可能无法

响，路堤滑移面呈现为圆柱面即竖直滑移面。而英

达到抗剪强度，剪应力并未完全发展，提出了“不

国 BS－8006 规范[30]中提出的设计方法是基于锥形

完全土拱效应”概念。贺炜等[7677]将塌陷上方加筋

滑移面提出的，并认为滑移面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体划分为临空段、洞端过渡段及锚固段，推导了临

约等于路堤填土峰值摩擦角  peak 。研究表明，锥形

空段加筋体拔出量与张拉力之间的解析方程，假设

滑移面用于描述空洞坍塌的无加筋路堤滑裂特征可

洞端过渡段界面摩阻力达到极值，引入线弹性-全塑

能更为合理，而加筋体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路堤沉

性模型分析锚固段筋土界面，研究了岩溶区加筋路

陷，此时锥形滑移面已然无法成立，若仍利用锥形

[75]

基水平加筋体设计方法。付宏渊等

展开了类似的

研究，
将全塑性模型与线弹性-全塑性模型进行了对

滑移面分析得到的设计结果，其误差较大且过于保
守。

比，分析表明线弹性-全塑性模型算得的加筋体拨出
量及传力长度均较大，某些情况下采用全塑性模型
计算产生的误差大，偏于不安全。


3 力学机理与作用机制
抗空洞坍塌的加筋路基-路堤设计方法考虑了
不同的力学机制及作用机制，如图 3 所示。图中  s 、

 0 分别为路堤填土滑移面和筋土界面剪应力， p 、
q 分别为路堤顶部及加筋体上方竖向荷载， Tmax 、

s

TA

加筋体 路基土

锚固区

过渡区

图 4 路堤填土滑移面
Fig.4 Slip plane within embankment fill

作用下，产生不均匀沉降，使得路堤填土沿滑移面

s
q  p  H

0

(b) 锥形滑移面

3.2 路堤填土层间土拱效应
由于空洞的存在，路堤填土在自重及外部荷载

p

路堤填土

(a) 竖直滑移面

0

锚固区，最终塌陷区土体竖向应力减小，锚固区则

Tmax

塌陷区

过渡区

相对滑动，引起摩擦剪切作用，填土内部进行应力
重分布，塌陷区上覆填土竖向荷载沿应力拱转移至

锚固区

图 3 加筋路基-路堤力学机制示意图
Fig.3 Load transfer mechanisms of reinforced
embankment

增大；Terzaghi[79]将此应力转移现象称之为土拱效
应。随着加筋体发生竖向挠曲，土拱效应逐渐发挥，
作用在加筋体上方荷载 q 小于 pH ， q 与

p   H 的比值常称之为土拱率。
Terzaghi[80]给出了平面应变条件下土拱效应完
全发挥时作用在塌陷区加筋体上方的竖向应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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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随后，Handy[81]采用小主应力拱描述应力

土），发现由于加筋体挠曲程度不一致，导致主拱下

轨迹线，用于分析竖向侧墙之间的荷载传递特征，

方可能形成二次拱（图 6）
，由于临近锚固区土体变

[15]

从而改进了土拱效应。Giroud 等 认为锚固区加筋
体应变为 0，塌陷区加筋体应变均匀分布，结合拉
膜效应，提出了跨越空洞的加筋路基设计方法。

形较小，加筋效果良好，为二次拱的形成提供了有
利条件，此现象也是造成洞端应力集中的主要因素，
导致加筋体上方竖向应力分布呈中间大两边小；其

路堤高跨比 H / B （B 为空洞宽度）对土拱效应
影响显著。随着填土高度逐渐增大，填土内部差异
沉降逐渐减小，当土层高度足够大时，内外差异沉

荷载传递机制值得参考，可应用至抗空洞坍塌的加
筋路基。
主拱

降逐渐趋向于 0，将沉降为 0 的平面定义为等沉面，
如图 5 所示。Terzaghi[80]通过室内试验证明了等沉
面的存在。

二次拱

等沉面

竖向应力分布

图 6 路堤填土二次土拱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secondary arches within
reinforced embankment fill
图 5 路堤填土等沉面
Fig.5 Plane of equal settlement of reinforced
embankment fill

关于路堤填土内土拱形态的研究，国内外学者
作了许多改进，除 Terzaghi 提出的二维拱之外，
Guido 等[82]采用近似金字塔或锥形描述土拱形态，
Hewlett 等[83]则提出了半球土拱模型假设，而 Oiseth
[84]

等 认为其形态与填土性质密切相关，用三维楔形
体去描述更为接近。可以说对于土拱形态的认知，
国内外至今尚未形成共识，土拱形态假设缺乏试验
论证，成拱条件各不一致。土拱效应对于设计尤为
重要，已广泛应用至岩土工程多个领域，但仍是研
究的重难点之一。值得强调的是，目前为止，关于
跨越空洞的加筋路基所提设计方法与理论分析，均
是基于 Terzaghi 土拱理论，其他土拱理论的应用尚
未见报道。这与地表塌陷形状复杂有关，难以准确、
定量分析，也是桩承加筋路堤与抗空洞坍塌的加筋
路堤的一大区别。
根据已有研究表明，水平加筋体对土拱效应的
影响不容忽视。关于加筋体对于土拱效应的影响各
学者持不同的看法。贺炜[6]、费康[85]等认为增加加
筋体层数、促使路堤变形减小，从而弱化了土拱效
应；王芳洪[8]则认为加筋层数的增加使得土拱效应
更为明显，
加筋垫层的存在促进了土拱效应的发挥。
[33]
高登 模拟了无黏性填土局部沉陷试验，发现加筋
体作用上部荷载与其挠曲程度息息相关，上覆土压
力随着挠曲的增加先急剧减小后逐渐趋于稳定。
Sloan[86]进行了桩网加筋路堤足尺试验（无下卧软

3.3 加筋体拉膜效应
加筋体一般为柔软的线弹性材料，抗弯刚度可
忽略不计。当上部荷载垂直作用于加筋体平面时，
其荷载通过拉伸力传递，此时加筋体的变形可视为
“拉膜”，接触面土体的竖向变形与“拉膜”挠度
一致，
加筋体在拉伸力的作用下保持静力平衡，
“拉
膜”因变形而产生的抗力作用将分担塌陷区所承受
的上部荷载并部分转移至锚固区土体，将此现象定
义为“拉膜效应”，如图 7 所示。图中 T 表示加筋
体张拉力，  表示张拉力 T 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加
筋体拉膜效应被直接或间接用于加筋工程。例如，
在低强度地基、岩溶或泥灰岩地区加筋体拉膜效应
作用下，地表沉降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针对
下伏小尺寸空洞的低填方加筋路基，
当空洞坍塌时，
道路仍可以维持最小通行量，直至修复工程完毕后，
即可正常通车，称之为“沉降与失稳延迟效
应”[72]。
T

T
q



B

图 7 加筋体拉膜效应
Fig.7 Reinforcement by membrane effect

3.4 塌陷区上覆填土膨胀
在空洞坍塌作用下，土颗粒将发生重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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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表观体积增大，导致地表最大沉降小于加筋体
A A

竖向挠度，这与土体性质、颗粒级配、密实度及应
[4]

力 水 平等 有关 。 Villard 等 定 义 土 体膨 胀系 数

TA

UA

Ce  Vex / Vin ， Vin 为滑移面内土体初始体积， Vex 为

A

A

路基土

T1

空洞坍塌后土体发生膨胀后的体积。对于低填方加
筋路堤而言，空洞坍塌形成竖直滑移面，地表最大
沉陷较加筋体竖向挠曲明显减小。若填土较高，即

图 9 过渡区加筋体张拉力折减
Fig.9 Reduction in tensile force at edge of void

便层间形成完整土拱，土体膨胀作用也将使得拱内
土体与拱顶之间无裂隙存在。
3.5 锚固区筋土界面摩擦
空洞边缘附近由于拉膜效应产生的加筋体张拉
力主要通过锚固区筋土界面摩阻力平衡，而摩阻力
的调动则是建立在筋土界面发生相对位移的基础
上。筋土界面的剪切特性极其复杂，为简化分析，
Briancon 等[29]采用摩尔-库仑模型（线弹性-全塑性
模型）进行描述；陈云敏等[74]假设筋土界面剪应力
达到极限应力，即采用全塑性模型计算；付宏渊
等[75]则将两者进行了对比；Feng 等[73]引入比例系
数 k（小于 1）与峰值剪应力  m 的乘积计算摩阻
力大小，如图 8 所示，其中 u 与  0 分别指筋土界
面相对位移与剪应力大小。
0

称条件下受空洞坍塌影响的加筋路基-路堤设计方
法。利用经典 Terzaghi 土拱理论计算平面应变条件
下加筋体上覆荷载为
q

2 K
 B  2c
(1  e
2 K h tan  

h

H
tan  
B

)  pe

2 K h

H
tan  
B

（1）

式中： 、c 分别为有效内摩擦角和黏聚力；K h 为
土体侧向应力系数。
平面应变条件下，根据拉伸膜理论，假设塌陷
区加筋体应变均匀分布，锚固区加筋体应变为 0，
建立了加筋体上覆压力、张拉力、应变及竖向挠曲
之间的数值关系。当加筋体挠曲比 y / B ≤ 0.5 时，
有

全塑性模型

1    2 sin 1[1/(2 )]

m
Feng 模型

（2）

式中：无量纲常数   (1/ 4)[2 y / B  b /(2 B)] ，其中

k m

y 为加筋体最大挠曲值。当应变趋于 0 时，
摩尔-库仑模型

实际模型

um

u

图 8 筋土界面摩阻特性
Fig.8 Friction behavior of interface between
geosynthetics and soils

3.6 过渡区加筋体张拉力折减
塌陷区上方加筋体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发生明
显变形，由于空洞边缘方向的改变，加之在洞端侧
壁摩擦力的作用下，加筋体张拉力折减，最终导致
锚固区张拉力低于塌陷区由于拉膜效应产生的加筋
体张拉力，即 T1  TA ，见图 9。Briancon 等[4344]虽
通过足尺试验注意到过渡区加筋体张拉力的折减，
但在设计过程中，如何定量分析加筋体内力转角  A
及筋材滑移量 U A 仍然是一大难点，这与加筋体变
形、材料特性、土体特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4

现存设计方法及不足

4.1 Giroud 设计方法
Giroud 等

[15]

分别给出了平面应变条件及轴对

  1/ 24 ，  为应变。
当 y / B  0.5 时，有
1    2 {  sin 1[1/ (2 )]}

（3）

加筋体张拉力为
（4）

T  qB

在轴对称条件即圆筒型空洞塌陷影响下，在求
圆形塌陷上方加筋体竖向荷载时，应令式（1）中
[15]

B  D / 2 求得。同时，Giroud 等 发现加筋体挠曲
形状并非球形，因此在求平均应变时，只需将式

（2）～（4）中 B 用 D 代替求得。
上述方法是基于加筋体各向同性提出的，对于
无纺土工织物或土工布是成立的。然而，双向土工
格栅或有纺土工布一般为各向异性（横纵轴加筋主
方向强度大于其他方向）。
设计过程中各向异性加筋
体虽视为各向同性材料进行计算，但就预防措施而
言，材料的各向异性不容忽视。Giroud 等[15]认为，
各向同性材料设计方法可直接应用于平面应变条
件；针对圆筒型塌陷情况，设加筋体强度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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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应 强 度 Tstrong  q1r  ， 强 度 弱 的 方 向 则 为

限状态取 1.0。  在  max 与断裂延伸率之间取小值。

Tweak  q2 r  ， r 为圆柱形塌陷半径， q1 、 q2 分别

加筋体最小锚固长度为

为作用于加筋体对应方向的上部竖向荷载，则当
La ≥

Tweak / Tstrong ≥ 0.5 时，有

（5）

T  Tweak

当 Tweak / Tstrong  0.5 时，有

f n f pTrs

（10）

 H ( l tan  l   u tan u )

式中： f n 、 f p 为经济系数和抗拉拔安全系数； l 和
 u 分别为筋土上、下界面摩擦系数；  l 和  u 为筋
材上、下方土体内摩擦角。

（6）

T  Tstrong / 2

4.2 英国 BS－8006 规程[30]
英国 BS－8006 规程[30]忽略了土拱效应，基于
锥形滑移面计算得到加筋体应变上限值，其计算模
型见图 10。

4.3 德国规范 EBGEO[31]
德国 EBGEO 规范[31]假设加筋体挠曲和地表沉
陷均为抛物线形，锚固区加筋体应变为 0，塌陷区
加筋体应变均匀分布。对于加筋体作用上部荷载的
计算引入 3 种模型：
（1）当 H / D  1 时，滑移面竖直，忽略土拱效

Ds

应，上部荷载为
ds

（11）

q   G H   Q p
路堤填土

H

式中：  G 、  Q 分别为路堤填土自重及上部活荷载



d
路基土

D

分项系数。

加筋体

（2）当 1  H / D  3 时，锥形滑移面，考虑土拱

图 10 BS－8006 计算模型
Fig.10 Calculating diagram of BS－8006 design
methodology

BS－8006 规程[30]提出平面应变条件下，加筋
体最大允许应变值为
d  
2H 
8 s   D 

D
tan


  s
3D 4

4 K
 D  4c
(1  e
4 K h tan  

h

H
tan  
D

)   Q pe

4 K h

H
tan  
B

（12）
上部荷载为

4

而轴对称条件下，有
2

（13）

考虑土体膨胀的加筋体挠曲变形 da 为

为路堤表面沉降值。 ds / Ds 为路堤表面最大允许不
均匀沉降率；滑移面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约等于路
堤填土峰值摩擦角  peak 。

d  
2H 
8 s   D 

D
tan


  s
3D6

q   g H

（7）

式中：Ds 为水平范围内路堤表面最大沉陷范围；ds

 max

q  G

（3）当 H / D  3 时，路堤内部形成稳定土拱，
2

 max

效应，受侧向力作用，上部荷载为

da  ds  2 H (Ce  1)

式中： Ce 为土体膨胀系数。当土颗粒为圆粒时
Ce  1.03；当土颗粒为破碎粒组时， Ce  1.05。

考虑断裂延伸率  b 的加筋体挠曲变形 db 为
db  D

6

（8）

3
b
8

（15）

则加筋体最大允许挠曲变形 dmax  min(da , db ) 。
EBGEO 规范[31]考虑了加筋体各项异性，设筋

加筋体拉力每米拉伸荷载为
1
Trs  0.5 ( f fs  H  f p p) D 1 
6

（14）

材纵向抗拉刚度 J z ，横向抗拉刚度 J h ，轴向刚度比
（9）

式中：系数  在平面应变条件下取 0.67， 轴对称条
件下取 1.0。 ffs 、 f p 为土体自重、路堤顶部竖向荷
载系数，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取 1.3，对正常使用极

  J h / J z ，则纵向组成因子 X z  1/( ) ，横向组
成因子 X h  1  X z ，因此加筋体纵向张拉力 Tz 与横
向张拉力 Th 分别为
Tz 

qX z D 2
8 co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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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qX h D 2
8 cos 

（17）

式中：  arctan(3.8 / D) ，为加筋体在沉陷区边缘
的转角。
设筋土界面摩阻力充分发挥，纵向和横向锚固
长度 Laz 、 Lah 可用下式计算：

 T
Laz  B z
2 Hfsg

（18）

 BTh
2 Hfsg

（19）

Lah 

系数。
4.4 法国 RAFAEL 设计方法
法国 RAFAEL 研究团队假设路堤滑移面竖直，
只考虑加筋纵向作用，
塌陷区加筋体应变均布分布，

式中：   qD / 2Th 。
通过考虑加筋体过渡区张拉力的折减（图 9），
提出加筋体张拉力 T1 与 TA 之间的数值关系为
TA 

T1
e  k tan 



qD 1   0 2
2 0 e  k tan 

（25）

系可表示为
T1
U
, K  A , (U A ≤ U 0 )
Jr
U0





T12  TA2
U A  U0 
, K  1 , T2  U 0 Jr , （26）

2 JQ0

r  q0 (tan  l  tan u ) JU 0 , (U A  U 0 ) 
UA 

值； q0 为锚固区加筋体竖向荷载。联立式（25）、

加筋体最大允许应变值为

（26）
，通过迭代即可求得 U A 及  0 。

2

（20）

4.6 已有设计方法的讨论
关于受空洞坍塌影响的加筋体设计方法，各有

在圆形塌陷情况下，考虑土体膨胀特性，加筋
体竖向挠曲与地表沉陷关系如式（14）所示。加筋
体上部荷载可利用式（12）计算。

特点和不足。Giroud 设计方法提供了计算表格，在
已知几何尺寸、土体及筋材特性的基础上，经简单
计算即可获取设计值；但仅从加筋体强度出发，考
虑承载力极限状态明显不足。BS－8006 及 RAFAEL

加筋体张拉力可表示为

方法作为欧洲使用较为普遍的两种设计方法，均假

1
T  0.5qD 1 
6

（21）

设加筋体均质、各向同性，能够较好地描述单向加
筋体的力学特性；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BS－8006
方法基于锥形滑移面忽略了土体膨胀，RAFAEL 方

加筋体锚固长度则为

 T
La  B h
2 Hfsg

（22）

Briancon[29]、Villard[5]等通过试验提出塌陷区加
筋体并非均匀分布，在平面应变条件下，考虑土拱
效应，加筋体上方竖向荷载可利用式（1）计算；假
设加筋体为线弹性材料，即 T  J  ， J 为材料单宽
抗拉刚度；
筋土界面摩阻特性用摩尔-库仑摩擦定律
描述。地 表沉陷与加筋体挠 曲之间的关系可 用
式（14）计算。均布荷载作用下，加筋体滑移量 U A

及挠曲线 z ( x) 可表示为
2

2

x D /4
D

法则是考虑竖直滑 移面。德国规 范 EBGEO 在
RAFAEL 方法的基础上作了改进，提出的设计方法
可以考虑筋材的各向异性。上述方法均假设过渡区

4.5 Briancon&Villard 设计方法

z( x)  

（24）

式中：U 0 为摩擦力达到最大值对应的相对位移临界

锚固区加筋体应变为 0[28]。

 max

D
D
3 2
(  1   2  arcsin h )   qD 2
4
2
12 J

锚固区加筋体拨出量 U A 与张拉力 T1 之间的关

式中：  B 为抗拉拔安全系数； fsg 为筋土界面摩擦

8 d 
  
3 D 

UA 

3371

（23）

加筋体不发生滑移，即应变为 0，这与事实不符。
Briancon[29]和 Villard[5]等的设计方法在经过一系列
足尺试验、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对 RAFAEL 方法进
行了较大的改进，考虑了加筋体应变的不均匀性，
计算过程分析了锚固区筋土界面摩擦、过渡区加筋
体发生滑移及张拉力折减，但其忽略了加筋体各向
异性，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现有设计方法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解决：
（1）均无法应用于黏性路堤填土，偏于保守。
（2）加筋体上方荷载分布形式存在较大的争
议，其分布形式受土体特性、空洞演变过程、高跨
比、加筋体抗拉刚度、路堤加载方式（静荷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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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或循环荷载）等因素影响。即便考虑 Terzaghi

室下伏土层、上覆顶板土层、加筋垫层和上部路基

土拱理论，假设锚固区和塌陷区加筋体采用均布荷

路堤的相互作用与协同变形特性很有必要。

载计算，忽略了空洞边缘应力集中现象，也将导致

（4）极限承载力与稳定性分析 由于空洞坍塌

一定的误差。另外，利用主动土压力系数 K a 计算侧

引起的加筋路基-路堤工作机制、应力-应变特性十

向土压力无法反映土体的应力偏转过程，
未必合适。

分复杂，下伏空洞的加筋路基极限承载力计算和空

（3）在进行正常使用状态极限分析时，利用土
体整体或平均膨胀系数计算路堤的地表沉陷，其可

洞坍塌作用下相邻加筋路基-路堤的破坏模式等稳
定性问题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行性值得商榷，路堤填土膨胀变形应随高度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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