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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荷载作用历史对水泥固化钙质砂
三轴力学特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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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研究动荷载对水泥钙质砂力学特性的影响，采用频率为 1 Hz，振幅为 1 mm，加载次数为

摘

1 000 次的正弦波进行动荷载加载，对施加动荷载前后的水泥钙质砂分别进行静力三轴试验。考虑了
4 个水泥含量、2 个龄期和 4 个围压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
（1）水泥含量越大，水泥钙质砂的应变软化

特性越明显，水泥增大了钙质砂的峰后脆性；
（2）水泥钙质砂破坏偏应力随水泥含量、围压和龄期的增
大而增大，建立了以围压和水泥含量表示的破坏偏应力二元一次多项式模型；
（3）经动荷载作用后，纯
钙质砂的强度有所提高，水泥钙质砂的强度出现折减，建立了以水泥含量和龄期表示的强度折减率二
元二次多项式模型；
（4）水泥提高了钙质砂的粘聚力，对钙质砂的内摩擦角无影响，动荷载作用对水泥
钙质砂的破坏也主要体现在对水泥胶结结构的破坏导致的粘聚力下降。研究结果为水泥固化钙质砂
在实际工程中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钙质砂；水泥；三轴试验；动荷载；二元多项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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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ynamic load history on the triaxi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ement stabilized calcareous sand
WANG Wei1，2，LI Ben1，2，LUO Jiale1，2，HU Jun3，JIANG Ping1，2，LI N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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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ynamic load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ement calcareous sand

（CCS），a sine wave progressive load with frequency of 1Hz，amplitude of 1mm and loading times of 1 000 times

was used to carry out static triaxial tests on CCS before and after dynamic load. The effects of four cement contents，
two ages and four confining pressures were conside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larger the cement content is，
the more obvious the strain softe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ment calcareous sand are，and the post peak brittleness

of the cement calcareous sand is increased.（2）The deviatoric stres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ement content，
confining pressure and age. A quadratic polynomial model of deviatoric stress expressed by confining pressure and

cement content is established.（3）After dynamic loading，the strength of pure calcareous sand is improved，while

the strength of CCS is decreased. A quadratic polynomial model of strength reduction rate expressed by cement content
and age is established.（4）Cement improves the cohesion of calcareous sand，but has no effect on the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of calcareous sand. The damage of CCS under dynamic load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ecre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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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sion caused by the damage of cement cemented struct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ement stabilized calcareous sand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Key words：calcareous sand；cement；triaxial test；dynamic load；binary polynomial model

引言
钙质砂是一种海洋生物碎屑沉积物，碳酸钙含量达到 50% 以上，主要形成来源为珊瑚礁、珊瑚藻以及其
它海洋生物的骨架残骸，这使得其具有多孔隙和易破碎等性质［1－3］。钙质砂在热带及亚热带气候的大陆架
和海岸线广泛分布，中国的南海地区存在大量钙质砂，随着南海地区工程建设的展开，钙质砂的基本物理性
质导致其承载力较低的问题逐渐显现［4］，因此对钙质砂进行加固处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工程意义。
硅酸盐水泥是目前工程上应用最广泛的胶结固化材料，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水泥加固钙质砂的效
果良好。李文杰等［5］对钙质砂水泥砂浆进行了抗压、抗折和扫描电镜测试，研究结果表明：钙质砂水泥砂浆
早期强度比标准砂高，采用海水养护试样早期强度较高，建立了钙质砂细度模数与吸水率之间的关系曲线。
万志辉等［6］通过微型灌入试验、无侧限抗压试验以及一系列微观试验研究了海水环境下水泥含量和龄期对
水泥钙质砂强度变化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海水环境对水泥钙质砂的侵蚀影响随龄期的增长和水泥
含量的减少而增大。徐东升等［7］通过冲击试验、无侧限抗压试验以及 PFC 离散元模拟方法对级配变化影响
珊瑚砂水泥胶结体破坏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级配区间越广的珊瑚砂水泥胶结体具有更优的力
学性能。Gu 等［8］通过无侧限抗压试验和核磁共振试验研究了水泥含量和养护龄期对水泥钙质砂的强度影
响，试验结果表明：水泥钙质砂的强度随龄期和水泥含量的增大而增大，并以此建立了水泥含量和龄期影响
的强度经验公式。Wang 等［9］通过无侧限抗压试验和 SEM 试验研究了纳米黏土对水泥钙质砂力学特性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纳米黏土可以吸附钙离子，产生晶核作用，促进水泥水化反应，进而改善水泥钙质砂的力
学特性。
地震、台风和海浪等动荷载作用对土木工程的安全稳定存在巨大影响［10－12］。钙质砂广泛分布的海岸带
是受地震、海啸和海浪等影响的主要地区［13］，若缺乏必要的抵抗动荷载能力，钙质砂地基将从自然灾害的承
灾体转变为致灾体［14］，因此其动力特性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已有一些对钙质砂在动荷载下的力学特
性相关研究。高冉等［15］利用动三轴试验研究了钙质砂动力特性，研究结果表明：钙质砂在动荷载作用下液
化情况与其排水条件关系密切。刘鑫等［16］通过共振柱试验研究了固结压力和相对密度对钙质砂动剪切模
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钙质砂的动剪切模量随固结压力和相对密实度的增大而增加。Yaser 等［17］通过动
三轴试验和共振柱试验对钙质砂和硅质砂的动力特性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表明：钙质砂与硅质砂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归因于颗粒形状和矿物成分。肖鹏等［18］对微生物加固钙质砂进行了循环三轴试验，研究了不
同试验条件对钙质砂动力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微生物加固钙质砂的动强度随微生物加固程度、相对
密实度和有效围压的提高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Xiao 等［19］利用循环动三轴试验研究了微生物胶结钙
质砂在动荷载下的液化特性，结果表明：微生物胶结处理显著提高了钙质砂的抗液化能力。
现有研究中，动荷载下钙质砂和微生物胶结钙质砂的力学特性研究较多，而水泥固化钙质砂的研究较
少。文中采用频率为 1 Hz，振幅为 1 mm，加载次数为 1 000 次的正弦波进行动荷载加载，对施加动荷载前后
的水泥钙质砂分别进行静力三轴试验，研究动荷载作用历史对水泥钙质砂力学特性的影响，为水泥在加固
钙质砂地基工程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
1.1

试验方案

试验仪器与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仪器为英国 GDS 公司生产的伺服电机控制的动三轴试验系统（DYNTTS），如图 1 所示。该仪
器可进行应力－应变控制的静力三轴试验以及一系列土体动态指标测试。
试验使用的钙质砂取自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某地区，整体颗粒粒径小于 2 mm，其颗粒级配曲线如图 2
所示，钙质砂的基本物理性质如表 1 所示。试验使用绍兴兰亭 P.O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其基本物理力学性
能如表 2 所示。试验使用自来水进行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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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图1

表1

钙质砂级配曲线

Grain curve of calcareous sand

钙质砂基本物理性质

Basic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alcareous sand
渗透系数

c（
/ °）

φ（
/ °）

E/MPa

K（
/ ×10 cm·s ）

5

30

表2

10

－2

承载力特征值

初凝时间

终凝时间

烧失量

/%

/min

/min

/%

fak/kPa

－1

8.0

200

普通硅酸盐水泥物理力学性能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ordinary portland cement

细度

1.2

Fig. 2

图2

压缩模量

23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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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摩擦角标准值

γ（
/ kN·m ）

210

学

粘聚力标准值
－3

Table 2

3.4

害

GDS dynamic triaxial test apparatus

重度

25～30

灾

GDS 动三轴试验装置

Table 1
砂层深度/m

然

3 d 抗压强度

28 d 抗压强度

3 d 抗折强度

28 d 抗折强度

29.6

48.1

6.0

9.0

/MPa

1.4

/MPa

/MPa

/MPa

试样制备
根据《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23－2019）和设计的试验方案，
文中的试样制备过程可分为以下步骤：

（1）将经筛分后粒径小于 2 mm 的钙质砂放入 105 ℃恒温箱中烘烤 24 h，烘干钙质砂中的水；

（2）根据表 3 中试样配合比称取适量的钙质砂、水泥和水，搅拌均匀后制作高度为 80 mm，直径为 39.1 mm

的试样；

（3）试样制备完成后，将装有试样的三瓣饱和器放入标准养护箱中养护。

含水率 ω/%

30

1.3

Table 3

表3

试样配合比及试验条件

Sample mix proportion and test conditions

水泥含量 CC/%

养护龄期/d

0、5、10、15

7、28

围压 σ3/kPa

100、200、300、400

试验方法
文中试验对象分为 2 类，分别为不经过动荷载作用的水泥钙质砂（CCS－1）和经过动荷载作用的水泥钙

质砂（CCS－2）。

对 CCS－1 试样的测试如下：
（1）将试样安装完毕后，施加围压至设计值，设计围压分别为 100、200 、

300、400 kPa；
（2）对试样进行不固结不排水三轴试验，加载速率为 1 mm·min－1。

对 CCS－2 试样的测试如下：
（1）将试样安装在 GDS 三轴仪上，施加 0.005 kN 外力，确保荷重锤与试样完

全接触；
（2）施加围压至设计值，设计围压分别为 100、200、300、400 kPa；
（3）对试样采用频率为 1 Hz、振幅为
1 mm 的正弦波进行动荷载加载，加载次数为 1 000 次；
（4）保持围压不变，对动荷载加载完成后的试样进行不
固结不排水三轴试验，加载速率为 1 mm·m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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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无动荷载影响结果分析

161

试验得到了不同水泥含量（CC）和龄期（age）的 CCS－1 在不同围压下的偏应力－应变曲线，图 3 给出了

其中水泥含量为 0% 和 15% 的典型曲线。由图 3 可得围压的增大会导致水泥钙质砂的应变硬化趋势也随之
增大。图 4（a）和（b）分别对 300 kPa 围压下 7 d 和 28 d 龄期时不同水泥含量的水泥钙质砂偏应力－应变曲线

进行对比。由图 4 可得在水泥含量 0% 时，钙质砂的偏应力－应变关系呈现出应变硬化趋势。随着水泥含量
的增大，水泥钙质砂的应变硬化趋势逐渐弱化，呈现为应变软化趋势。

图3

CCS - 1 三轴试验典型曲线

图4

CCS - 1 三轴试验典型曲线

Fig. 3

Fig. 4

Typical curve of CCS－1 triaxial test

Typical curve of CCS－1 triaxial test

引入应力相对软化系数 k［20］对试样 q－ε 曲线的软化特征进行分析：
qp - qr
k=
× 100%
qp

（1）

式中：qp 为峰值应力；qr 为残余应力。k=0 代表曲线无软化特征，为硬化型曲线，k 越大，曲线的软化特征越
明显。

文中试验，qp 为偏应力－应变曲线的峰值点，qr 为 ε=12% 对应的偏应力值，计算各组试样的 k 值如表 4 所

示。由表可见在围压相同的情况下，试样的应变软化特征随水泥含量的增大而逐渐明显，由图 4（b）可见当
水泥含量达到 15% 时，水泥钙质砂的峰后应力跌落程度较大。在相同水泥含量下，28 d 龄期试样的应变软
化特征均大于 7 d 龄期试样。这说明水泥对钙质砂进行固化增强其刚度和强度的同时也增大了钙质砂的峰
后脆性。增大围压能显著提高试样应力应变曲线的应变硬化特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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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围压 σ3 /kPa

龄期/d

100

害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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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相对软化系数

Relative softening coefficient of stress

应力相对软化系数 k/%

CC=5%

CC=10%

CC=15%

0.50

8.14

19.62

32.68

10.57

300

0.21

400

0.53

12.79
3.07
1.46

32.85
13.49
5.16

100

10.57

19.47

43.66

300

0.21

6.51

22.86

200

28

灾

CC=0%

200

7

表4

然

0.50

400

0.53

11.72
4.32

26.26
20.49

60.43
24.50
14.73
48.94
38.73
36.19
31.26

图 5 给出了不同水泥含量 CCS－1 在不同龄期和不同围压下的破坏偏应力。由图可见随水泥含量的增

大，不同围压下的钙质砂的破坏偏应力均呈上升趋势。7 d 龄期时 300 kPa 围压下水泥含量为 5%、10% 和

15% 时，钙质砂破坏偏应力较水泥含量为 0% 时分别提高 37.1%、77.3% 和 111.6%。28 d 龄期时 300 kPa 围压
下 水 泥 含 量 为 5%、10% 和 15% 时 ，钙 质 砂 破 坏 偏 应 力 较 水 泥 含 量 为 0% 时 分 别 提 高 58.6%、109.7% 和
154.5%。水泥含量增加 5%，7 d 龄期时破坏偏应力增幅约为 35%，28 d 龄期时破坏偏应力增幅约为 50%。

Fig. 5

图5

不同水泥含量 CCS - 1 破坏偏应力

The destruction deviator stress of CCS－1 with different cement content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围压和水泥含量对水泥钙质砂的破坏偏应力都有影响且可粗略推断破坏偏应
力与围压和水泥含量之间为线性关系，采用二元多项式对不同龄期的水泥钙质砂破坏偏应力与围压、水泥
含量进行拟合，得到不同龄期水泥钙质砂关于水泥含量和围压的强度经验如式（2）：
70.11 × CC + 3.1 × σ 3 + 25.71
age = 7 d
qp =
98.63 × CC + 3.4 × σ 3 - 34.23
age = 28 d

{

Fig. 6

图6

破坏偏应力随水泥含量及围压变化规律

Variation of destruction deviator stress with cement content and confining press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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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式（2）可以得到龄期为 7 d 和 28 d 时任意水泥含量 CC 和围压 σ3 下的破坏偏应力 qp，由该拟合公式

得到的计算值和试验得到的实测值相关系数 r2 分别为 0.994 和 0.993，拟合效果理想。图 6 给出了龄期为 7 d
和 28 d 时相同水泥含量和相同围压下试验值和拟合值，可以看到试验值都分布在拟合值附近，这说明强度
经验公式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和较好的实际工程参考价值。
2.2

动荷载影响结果分析
图 7 给出了不同龄期时各水泥含量 CCS－1 和 CCS－2 在 300 kPa 围压下的典型偏应力－应变曲线。由

图可见动荷载作用后水泥钙质砂 CCS－2 的偏应力－应变曲线应变软化特征随水泥含量的增大而逐渐明显
的趋势没有改变。

Fig. 7

Fig. 8

图7

CCS - 1 与 CCS - 2 三轴试验典型曲线

Typical curves of CCS－1 and CCS－2 triaxial tests

图8

不同水泥含量 CCS - 2 破坏偏应力

The destruction deviator stress of CCS－2 with different cement content

图 8 给出了不同水泥含量 CCS－2 在不同龄期和不同围压下的 UU 试验破坏偏应力。由图可见经过动荷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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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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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作用后钙质砂随水泥含量增大，破坏偏应力随之增大的总体趋势依然存在。7 d 龄期时 300 kPa 围压下水

泥含量为 5%、10% 和 15% 时，钙质砂破坏偏应力较水泥含量为 0% 时分别提高 5.5%、35.2% 和 48%。28 d 龄

期时 300 kPa 围压下水泥含量为 5%、10% 和 15% 时，钙质砂破坏偏应力较水泥含量为 0% 时分别提高 22.4%、
55% 和 77%。通过对比图 5 和图 8 能够得到水泥钙质砂在经过动荷载作用后破坏偏应力的变化情况，
除水泥含
量 0% 以外，
其余水泥含量下的水泥钙质砂在经过动荷载作用后，
试样的破坏偏应力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折减。
计算水泥钙质砂在动荷载作用后的强度折减率 n：
q p - q pd
n=
× 100%
qp

（3）

式中：qp 为动荷载作用前试样的 UU 试验破坏偏应力；qpd 为动荷载作用后试样的 UU 试验破坏偏应力。水泥
钙质砂各水泥含量、龄期和围压条件下强度折减率见表 5。由表可得水泥含量 0% 时，钙质砂的强度折减率
为负值，即钙质砂在动荷载作用后破坏偏应力大于动荷载作用前，这是钙质砂在动荷载作用下密实的结
果［21］。图 9 为水泥含量 0% 钙质砂动荷载加载过程中典型应力应变滞回圈，需要指出的是在试样安装在动三

轴仪上后，需施加 0.005 kN 的轴向力确保试样与仪器荷重锤完全接触，而在施加围压过程中，围压会使试样

存在拉应力，因此第一周动荷载的滞回曲线无法以零点为起点。由图可见在动荷载循环 1 次至 10 次时，滞
回圈明显缩小，这代表此时试样产生塑性变形，钙质砂在振动

作用下趋于密实。在 10 次至 1 000 次振动周期中滞回圈依然呈
缩小趋势，但变化越来越小，逐渐稳定。

通过表 5 中数据可知，水泥钙质砂经动荷载作用后不同围

压下平均强度折减率随水泥含量的增大而增大，在相同水泥含
量下平均强度折减率随龄期的增大而增大。这是因为水泥含
量越大、龄期越长，水泥钙质砂内部水泥水化产物越多、胶结越
强，在经过动荷载作用后，试样内部水泥胶结结构被破坏松散，
与动荷载作用前强度差距越大。当水泥含量在 5%～10% 时，水

泥钙质砂的强度折减率较低，且在 7 d 龄期下，远低于水泥含量

15% 的水泥钙质砂的强度折减率。这表明当水泥含量大于 10%

图9

后，水泥钙质砂对动荷载作用历史更为敏感，因此在满足静力

Fig. 9

强度的前提下，水泥胶结钙质砂的水泥用量建议确定在 5%～
10% 之间。

Table 5
龄期/d
0
7

28

表5

Typical dynamic triaxial hysteretic
loops of calcareous sand

水泥钙质砂强度折减率

Strength reduction rate of cement calcareous sand
强度折减率 n/%

水泥含量

CC/%

钙质砂动三轴典型滞回圈

σ3=100 kPa

σ3=200 kPa

σ3=300 kPa

σ3=400 kPa

平均强度折减率

－4.18

－19.83

－25.18

－17.70

－16.72

5

3.50

5.43

3.61

3.31

3.96

15

7.07

12.66

12.45

7.56

9.93

19.56

12.94

0

10
5

10
15

7.39
3.82

21.63

3.97
5.86

12.71

4.58
3.39
7.44

12.92

1.65
3.42
4.80

15.75

4.40
4.12

11.19
15.75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水泥钙质砂经过动荷载作用后的强度折减率与水泥钙质砂的水泥含量和龄期均有

关系，将表 5 中平均强度折减率数据与龄期、水泥含量进行拟合，得到 n=f（CC，age）关系式，拟合公式如下：
n = -16.2 + 0.008683 × age + 3.902 × CC + 0.02048 × age × CC - 0.1597 × CC 2

（4）

通过式（4）可以得到任意水泥含量 CC 和任意龄期 age 下的强度折减率 n，由该拟合公式所得理论值与试

验值计算所得相关系数 r2=0.971，拟合效果理想。图 10 给出了相同水泥含量和龄期下强度折减率试验值与
拟合值，由图可见，试验所得实际值点均分布在拟合值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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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剪强度参数分析
根据图 5 和图 8 中的各组水泥钙质砂破坏偏应力数据，

绘制水泥钙质砂莫尔破坏应力圆并以各围压下的莫尔圆的

公切线作为试样的抗剪强度包络线，如图 11 所示。红色实
线绘制的是 CCS－1 的莫尔圆，黑色虚线绘制的是 CCS－2 的
莫尔圆。

由图 11 可得不同水泥含量和龄期下水泥钙质砂的内摩

擦角和粘聚力，可以看出水泥钙质砂的粘聚力随着水泥含

量的增大而增大，内摩擦角随水泥含量变化在 36°～42°之间
轻微波动。在施加动荷载之前，水泥钙质砂粘聚力随水泥

含 量 从 0% 到 15% 每 增 加 5% 对 应 增 幅 分 别 为 905.2%、
74.5% 和 78.6%。这说明掺入少量的水泥能对钙质砂的粘聚
力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因为钙质砂作为一种砂土，颗粒间

图 10

Fig. 10

强度折减率随水泥含量及龄期变化规律
Variation of strength reduction rate with
cement content and age

几乎不存在粘聚力，水泥作为一种胶结材料，水泥的水化产物能够在钙质砂颗粒间提供胶结，因此少量的水
泥便能使钙质砂的粘聚力得到大幅度增大。在少量水泥基础上再掺入相同增量的水泥带来的粘聚力提升
增幅基本相同。通过对比相同水泥含量和相同龄期下水泥钙质砂施加动荷载前后的抗剪强度参数可以看
出，不同水泥含量和龄期水泥钙质砂经动荷载作用后粘聚力均减小而内摩擦角无明显变化规律。这说明动
荷载作用主要破坏水泥钙质砂内部水泥胶结结构进而造成水泥钙质砂粘聚力的降低导致了水泥钙质砂强

度的降低，而水泥含量为 0% 时，动荷载的作用导致钙质砂颗粒更加密实，颗粒间滑动摩擦和咬合摩擦大大
增加，表现为内摩擦角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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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钙质砂莫尔破坏应力圆包线

Mohr failure stress envelope of cement calcareous sand

结论
文中通过对动荷载作用前后的水泥钙质砂分别进行三轴试验研究了水泥钙质砂在动荷载作用前后的

力学特性。通过对比动荷载作用前后不同水泥含量钙质砂的偏应力－应变曲线关系、破坏偏应力和抗剪强
度参数，定量分析了动荷载对不同水泥含量和龄期的水泥钙质砂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水泥含量为 0% 时，钙质砂的偏应力－应变关系呈现出应变硬化趋势。随着水泥含量不断增大，水

泥钙质砂的应变硬化趋势逐渐弱化，呈现为应变软化趋势。水泥的加入提高了钙质砂的强度和刚度，同时
也增大了钙质砂的峰后脆性。
（2）水泥钙质砂破坏偏应力随水泥含量、围压和龄期的增大而增大，得到不同龄期下水泥钙质砂破坏偏
应力随水泥含量及围压变化经验公式，强度经验公式拟合效果理想，具有实际工程参考价值。

（3）经过 1 000 次动荷载循环作用后，水泥含量为 0% 的钙质砂破坏偏应力增大，其余水泥含量下的水泥

钙质砂破坏偏应力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折减。采用二元多项式拟合得到水泥钙质砂强度折减率与水泥含量
及龄期的关系式，拟合效果理想，可得到任意水泥含量及龄期下 1 000 次动荷载循环作用后的水泥钙质砂强
度折减率。

（4）水泥的掺入主要为钙质砂提供了内部颗粒间粘聚力，对钙质砂的内摩擦角无影响。动荷载对水泥

钙质砂的破坏作用主要体现在破坏了内部水泥胶结结构导致了粘聚力的下降，而水泥含量为 0% 的钙质砂
在经过动荷载作用后，钙质砂颗粒间咬合更加密实，导致内摩擦角增大。

（5）水泥胶结钙质砂的建议水泥用量为 5%～10%，此范围内的水泥胶结钙质砂在满足静力强度前提下，

动荷载作用历史对其力学性能影响较小。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得到的钙质砂经过动荷载作用后的力学特性研究结果与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
科学研究所纪文栋等［21］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钙质砂与水泥固化钙质砂在动荷载作用后的力学特性变化
具有重要实际工程意义，更深入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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