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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状土坡稳定性的细观模拟
徐金明，谢芝蕾，王国珍
（上海大学土木工程系，上海２０００７２）

摘要：由于成因不同，土体大多表现出一定的成层性。本文采用颗粒流方法建立了层状土坡的细观模型，分析了外荷载作
用下层状土坡内部土的细观力学特征变化过程，通过设置测试圆对土内水平应力和竖向应力进行了时程跟踪，得到土中不同
位置的应力时程曲线。结果表明，不同性质土中的水平应力存在明显差异，利用颗粒流模型可以较好模拟同一外荷作用下不
同性质土中里的传递过程。本文方法将为层状土坡变形破坏过程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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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吴剑和冯夏庭【６】以高速环剪仪试验为原型，利用颗

言

粒流程序建立了无黏性土的环剪模型；高彦斌等【＿＂

边坡稳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极限平衡法、有限

建立了粘性土微观结构的颗粒流模型，得到了不同

元法和离散元法。刚体极限平衡法通过假设不同滑

方向的应力应变曲线，进而求得了不同方向的弹性

面进行试算得到边坡的最小安全系数，是土坡稳定

模量、泊松比、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等参数。

性问题中运用最早的一类方法。虽然这一方法易于

由于成因不同，土体大多表现出一定的成层性。

被实际工程设计接受，但难以真实考虑土的应力一

本文拟从细观角度利用颗粒流程序对层状土坡进行

应变关系、不能很好反映土坡的变形破坏机理。有

细观模拟。

限元法虽然可以较好地使用土的应力应变关系并大

２层状土坡颗粒流模拟方法

致确定滑坡面位置，但也难以真正模拟土坡变形破
坏的全过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离散元方法，颗粒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离散元法，允许

方法在模拟非连续介质时具有较大优势：采用颗粒

各离散块体发生平动、转动、分离，能克服介质连

流模拟土坡变形破坏过程时，不需要假定滑移面的

续和小变形的假设。

位置和形状，颗粒位置可以根据接触力情况进行调
整，最弱抗剪强度面也可以较快地找到。
近年来，利用颗粒流程序研究岩土工程问题取
得了很多成果。周健的研究团队［１－５］使用二维颗粒流
程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ｌｏｗ

Ｃｏｄｅ，ＰＦＣ）对土的室内平面应变

试验、土坡稳定分析、干砂强夯动力特性、砂土中
静压桩沉桩过程、基坑开挖变形进行了数值模拟。

颗粒流模拟时颗粒单元通常采用规则几何形
状，颗粒具有大小、质量、接触刚度、摩擦系数、
粘结系数等性质。由于介质被假定为离散体单元，
颗粒之间不存在变形协调约束、但必需满足平衡方

程，颗粒之间按照牛顿第二定律的规律运动。
２．１模型介绍
表１为按一定比例缩小得到的模型几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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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Ｒ．为最大最小颗粒’ｒ径之比。边坡用墙｛ｊ！拟，
Ｉ＝坡成层性采用内部分段牛成小同粒径颗粒米实

现。｝馓分层陆况见太２。
表Ｉ颗粒流模型细观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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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颗粒流测试圆布置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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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模拟结果分析

表２土层参数表
Ｔａｈｉｅ ２

ｂ１％々

Ｐａ删吣ｎｆ

ｓｏｉｌ

■＆Ⅲ

Ｗ，￥ｎ删Ｐａ

０ ０８７５

０

２

０ ０８７ ５

３ ０

３

０ ０８７ ５

０

４

Ｏ ０９７ ５

３ ５

３．１接触力及位移场分布
Ｈ ４为土坡在棚婧状态Ｆ颗粒２司接触力帕分
巾，蚓５为上颗粒接触力分布图，圈６为｝坡存蛀
ｍ茼载作用ｒ的｛ｔ移灾晕罔。为但十观察，在图５
中将七中拉力用线段迕接起束．从吲５可卧看出，

２Ｉ工程背景

住数值建模时采用分块建模＾，℃。图１为生成
材始颗粒的分布情眦。上层性质小同，牛成的颗粒

接触拉力只存在Ｆ黏性上层之巾，『０】这此接触托山
ｎｒ能演变成土坡的破坏面。

数也不同。图１一ｈ上层１为砂上，牛成的颗牲教
为１ ８００顿：ｆ．麒２为黏什十＋牛成的颗｝ｔ数为２４００
颗；上层３为砂十，乍成的颗粒数为１ ３００顺，十层
４为黏悱十，牛成的】｜９：！粒数为２０００黝。
削去多余颗粒之后的十坡如蚓２所示。在删掉
颗粒同时重新生成新的删端与顶墙束包幽内部颗粒
集合体、以免内部颗粒向外扩敞。

图Ｉ初始颗粒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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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坡的＝维颗粒流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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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初始状态ｒ上坡接触力分布圈
Ｆｉｇ ４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ｋ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ｌａｃｔ‰ｒｃｅ ｄＪｓｔｄｂｕ“ｏｎ

ｏｆ日ｓｌｏｐｅ

２．３测试圆布置
为ｒ研究加载过栏中模掣酞｝ｔ细观参数的变化

图６±坡颗粒位移父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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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土坡内颗粒府力变化

规律，存模型巾设罱ｒ ３２个测试圆。Ｈ ３颗粒流

考虑刮｜坡的层状性，托３２个测试恻中选取６

测试睁】布置图。根据上坡分层情况，在每层分界面

个具骨特征性的测试刚结粜进行对比分析。往竖Ｍ

驶十坡底部如置４居ｒ径为４ｃｍ的删试圆。

荷载作用ｒ，不同性质上ｒｊ·的应力变化有撒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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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和图８分别为荷载作用下中上部和下部测试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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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内部的竖向应力。

所代表的水平应力时程曲线。
由图７可以看出，对于中上部的测试圆，６号、

．１５．

１９号及２２号测试圆位于砂性土层中，在竖向荷载

．２００

作用下图中水平压应力随荷载作用时间增长而不断

蟊２５一

增大、最后趋于稳定值。这时由于，砂性土层中颗

寰船

粒之间基本没有粘结力、只有接触力，在竖向荷载

慢－３５。
｝
＊．４舢

作用下颗粒被不断压密、颗粒间接触力不断增大直

－４如

至达到稳定状态。

－５０ｐ

图７和图８中１５号与２６号测试圆位于黏性土
层中，土中水平压应力增大到一定值后不断减小、
最后趋于稳定值。这是由于，黏性土中颗粒问存在

图９荷载作用下中中上部测试圆的竖向应力时程曲线
Ｆｉｇ．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粘结力，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土的剪胀性使部分颗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ｙｃ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ａｄｓ

间压力减小、导致颗粒间作用力先增大后减小并逐
步趋于稳定状态。
图７中１１号测试圆与１５号测试圆虽同处于黏
性土层中，两者应力变化相差明显，说明坡脚处颗

晷

粒剪胀性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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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Ｏ荷载作用下下部测试圆的竖向应力时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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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颗粒流程序模拟层状土坡在竖向荷载
作用下的颗粒运动过程，使用测试圆方法对土坡内
图７荷载作用下中上部测试圆的水平应力时程曲线
Ｆｉｇ．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ｙｃ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ａｄｓ

部颗粒的细观状态进行了时程跟踪，发现不同土层
中颗粒间的作用力变化存在明显差异。
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砂性土层中土的水平应力

：李

是一个不断增大并趋于稳定的过程，而黏性土层中

船

土中的水平应力是先增大后减小、最后趋于稳定值
的过程。

锄

；雪Ｒ慑｝＊

本文方法还是比较初步的，对土坡稳定性中的

蛐

地下水、土层倾斜成层性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由

曲

于土坡通常具有成层性、土体由不同大小的颗粒组

矾

成，层状土坡的颗粒流模拟反映了土坡和土组成的

图８荷载作用下下部测试圆的水平应力时程曲线
Ｆｉｇ．８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ｙｃｌｅｓ

本质特点，为研究土坡的变形破坏机制提供了一条
新的途径。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ａｄｓ

图９和图１０是荷载作用下土中竖向应力的时程
曲线。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土中怪向应力不断增大、
直至达到稳定状态，靠近坡脚处的竖向应力小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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