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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格栅加筋土挡墙土压力分析及其计算方法改进

李丽华， 郑志刚， 严寒， 黄少平， 周鑫隆

（湖北工业大学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８）

摘　 要：土压力分布规律与计算方法一直是加筋土挡墙研究中的难点问题。 通过有限元方法探究了

不同工况下加筋土挡墙主动土压力的大小和分布规律。 结合内、外摩擦角的动态发挥提出针对非极

限状态下的土压力计算方法，并与传统理论公式解、有限元数值解和实测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其合理

性。 结果表明：挡墙土压力数值大小受到土工格栅刚度和层数影响，呈现出随配筋层数和刚度增加，
土压力逐渐减小的趋势。 挡墙土压力大小与深度呈负相关，不同工况下加筋土挡墙土压力随深度变

化趋势差异不大，加筋效果主要体现在挡墙上部。 采用改进经验公式得到的非极限状态计算结果与

实测结果整体一致，证明了改进公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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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筋土挡墙土压力大小与分布是影响其安全稳

定的关键因素，而土压力的分布规律与计算方法一

直是加筋土挡墙研究中的难点问题。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１］

将数值计算的侧向土压力与模型试验测量值进行对

比验证，基于已验证模型对挡土墙深度与土压力变

化关系进行研究，确立了挡墙深度与主动土压力之

间的归一化关系。 Ａｈｍａｄａｂａｄｉ 等［２］ 基于水平条分

法，提出了一种新的针对黏性回填土的加筋土挡墙

主动土压力计算方法。 Ｖａｈｅｄｉｆａｒｄ 等［３］ 构建了一种

分析框架用来计算在非饱和干湿循环条件下挡墙主

动土压力，打破了替代分析法中关于破坏机制和应

力表示等相关限制。 此外，有限元法因其完善的数

学理论基础和高效的计算过程，成为了复杂挡土墙

在设计中的一种强有力的重要工具［４⁃７］。 大量研究

表明，与未加筋土相比，加筋土在强度和刚度等力学

性能方面表现更好，土工格栅作为一种柔性材料，是
工程中常用的加筋材料，可以降低面板侧向土压力，
同时显著改善土压力分布状况［８⁃９］。 若采用传统的

极限平衡法来计算加筋土挡墙土压力会使结果较为

保守，因此，Ａｌｌｅｎ 等［１０⁃１１］ 提出了 Ｋ 刚度法，对挡墙

中的筋材负荷计算更为准确。
针对加筋土挡墙和非加筋土挡墙的土压力计

算，国内外学者采用了众多研究方法，包括极限分析

法、极限平衡法和均匀分析法等。 Ｂａｔｈｕｒｓｔ 等［１２］ 开

发出一种新的工作应力计算方法，用于计算加筋土

挡墙中的筋材荷载。 为研究挡墙水平方向主动土压

力的分布情况，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１３］提出一种与朗肯土压力理

论不同的土压力分析方法，并确定了破坏面的方向。
Ｃｈｅｎｇ［１４］提出在地震荷载作用下确定挡墙侧向土压

力滑移线方程解的轴线旋转方法，发现使用迭代分

析方法能更易确定被动土压力。 Ｌｉｕ 等［１５］为确定主

动土压力，提出一种广义的切向应力系数，结果表

明，当切线半径远大于挡墙深度时，主动土压力收

敛，但受到土体黏聚力作用，这一重合系数的临界值

小于主动土压力系数。 李丽华等［１６⁃１７］通过 Ｐｌａｘｉｓ３Ｄ
有限元软件建立三维动态压实加筋土挡墙模型，研
究了在不同压实宽度和不同加载方式下的加筋土挡

墙三维动态响应。 此外，通过模型试验对不同加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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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做了研究，发现在上部荷载作用下挡墙竖向土

压力极大值点由加载处逐渐向挡墙面板处移动［１７］。
外摩擦角的存在即挡墙面板侧摩响应，在计算

挡墙土压力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Ｆｕｍｉｏ 等［１８］ 通

过模型试验方法对该滑动层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

表明，将中等黏性硅脂和 ０．３ ｍｍ 薄乳胶膜制作而成

的滑动层放置在试件与承台、底板和面板构件之间，
整个试样能够接近理想平面应变条件，发生沿侧壁

法向的均匀变形。 Ｔａｔｓｕｏｋａ 和 Ｈａｉｂａｒａ［１９］ 在大面积

法向应力下，对砂在不同光滑程度表面之间进行了

一系列直剪试验，发现砂与玻璃的摩擦角在 ６° ～ ９°
之间，采用薄胶乳胶膜和硅油润滑层来降低砂的外

摩擦角比光滑或抛光硬质板有效得多。 Ｒｕｉｋｅｎ［２０］

基于直接剪切试验结果，发现正应力是影响外摩擦

角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加筋土挡墙在使用过程

中，填土与挡墙面板之间受到外摩擦角影响，但在以

往的研究中未考虑其具体在加筋土挡墙中的影响作

用。 因此，在考虑到外摩擦角的情况下，对加筋挡墙

土压力大小和分布规律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展。
本文利用有限元软件建立了加筋土挡墙数值模

型，分析了不同工况下挡墙土压力作为挡墙侧向位

移函数的变化特征和分布规律。 同时，考虑到挡墙

面板侧摩效应影响，计算出了土压力系数。 最后，根
据非极限状态下挡土墙内外摩擦角的发挥程度，对
传统土压力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正。

１　 有限元数值模型

本文采用 Ｐｌａｘｉｓ２Ｄ 软件建立加筋土挡墙有限

元模型，对加筋土挡墙采用分步施工进行动态模拟，
并用前人试验研究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参数修订，
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１．１　 模型与边界条件

在理想平面应变条件下，填土平行于侧壁方向

发生变形产生抗剪应力，降低外摩擦角的有效方式

是降低面板壁面粗糙度。 挡土墙模型的高×宽为

１ ｍ×１ ｍ（见图 １），面板选用混凝土模块进行分步

施工堆砌而成，方向垂直于地面。 选取纵向长度

１ ｍ的土工格栅作为挡墙加筋材料。
选用平面应变模型，全局疏密度参数设置为细，

并对筋材与面板连接位置进行局部加密，共生成

２５ ７８６个 １５ 应力节点单元。
根据现有研究结论［１８，２１］ 可知正应力大小是影

响砂和玻璃外摩擦角大小的重要因素。 根据相关文

献［２０］，设定外摩擦角为 ６°进行分步施工模拟。 设

置固定锚杆水平支撑用来测定挡墙墙趾应力变化，
轴向刚度为 ４ ０００ ｋＮ ／ ｍ。 根据实际工程情况和相

关模拟研究，将边界条件设置为：墙体底部固定约

束，右侧水平约束，左侧挡墙面板和墙顶为自由端，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数值计算中模型试件示意图

１．２　 材料参数

模型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土体单元、土工格栅单

元和面板单元。 假定结构单元、土体模型和界面之

间能够相互兼容，通过设置界面单元来模拟三部分

之间的相互作用。 填土选用 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 模型，模
块选用线弹性模型，土工格栅选用弹塑性模型进行

模拟。 本研究采用的土体为干性中砂，相对密度 Ｒｄ

为 ０．８５，表 １ 为具体的土壤参数。
表 １　 数值模型填土参数

名称 数值

干密度 ρｄ ／ （ｇ·ｃｍ－３） １．７２５

最大干密度
ρｄ，ｍａｘ ／ （ｇ·ｃｍ－３） １．７８８

最小干密度
ρｄ，ｍｉｎ ／ （ｇ·ｃｍ－３） １．４３９

孔隙率 ｎ ０．３４９

最大孔隙率 ｎｍａｘ ０．４５７

最小孔隙率 ｎｍｉｎ ０．３２５

名称 数值

最大孔隙比 ｅｍａｘ ０．８４２

最小孔隙比 ｅｍｉｎ ０．４８２

孔隙比 ｅ ０．５３９

内摩擦角 φ ／ （°） ６０

相对密实度 Ｄｒ ０．８５

相对孔隙率 ｅｒ ０．８２

为研究土工格栅抗拉刚度对加筋土挡墙土压力

大小和分布规律的影响，本研究选用平均抗拉刚度

为 ７００ ｋＮ ／ ｍ 的 ＧＬ⁃７００ 和 １ １５５ ｋＮ ／ ｍ 的 ＧＬ⁃１１５５
２ 种型号土工格栅。

·７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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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模型验证试验设计

针对土工格栅加筋层数对挡墙土压力的影响进

行探究。 设置 ６ 种不同工况进行有限元模拟，筋材

均连接到面板承重处，加筋层数和间距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加筋方案设计

加筋层数 加筋间距 ／ ｍ

０ ０

１ ０

２ ０．４

３ ０．２５

４ ０．２

５ ０．１５

缓慢在模型右侧施加 Ｕｘ ／ Ｈ≤０．０１ 的固定位移，
挡墙模型顶部施加 ５０ ｋＰａ 均布荷载。 Ｕｘ ／ Ｈ 表示墙

体横向位移 Ｕｘ 与墙高 Ｈ 的比值，为归一化位移。
此次数值试验结果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压力发展

规律和分布情况与挡墙变形之间的联系。
有限元试验模拟步骤为：首先在试验开始时，在

挡墙顶部施加 ５０ ｋＰａ 外部压力，然后对挡墙模型缓

慢施加右侧位移，在位移施加过程中土工格栅左端

与挡墙面板无连接，设置不同的应力点位采集模拟

过程中墙体土压力变化情况。
通过文献［２１］的挡土墙模型试验验证本文数

址模型的有效性，挡土墙模型尺寸为（长×高×宽）
１ ｍ×１ ｍ×０．４５ ｍ，本文采用的是二维平面应变模

型，因此忽略挡墙宽度，挡墙长度和高度则与试验尺

寸一致，均为 １ ｍ。 试验监测仪器主要采用测压元

件、土压力盒和 ＬＶＴＤ 位移传感器，在试验的土压力

监测中，挡墙面板上的土压力，由线性滑动轴承处的

测压元件测量，挡墙内部土压力通过分层埋置土压

力盒测量。
图 ２ 为在无筋条件下挡墙模型试验［２１］ 与数值

模拟分析结果比较。 由图 ２ 可知，挡墙土压力模型

试验监测数据与有限元数值模拟结果数值大小和随

侧向位移变化规律一致，进而验证了该加筋土挡墙

数值模型在边界条件设定、网格使用、模型类型和参

数选用等方面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数值模拟结果相对实测值土压力略微偏小，这

是由于平面应变模型是一个理想模型，没有考虑纵

向边界条件。 此外，在数值模拟中忽略了土体存在

的不均匀性和各向异性等材料特性。

图 ２　 土压力测试值与数值模拟分析结果比较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土压力

土工格栅未连接到挡墙面板时，不同工况下

ＧＬ⁃７００ 和 ＧＬ⁃１１５５ 土工格栅加筋土挡墙土压力随

墙体位移的变化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土工格栅加筋土挡墙土压力变化

由图 ３ 可知，随着配筋层数增加土压力呈现出

逐渐减小的一般趋势，即筋材对土体的加固效应随

配筋层数增加而增强，这是由于筋材与填土结合形

·８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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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复合土体，增强了整体变形能力，将自重和

外部荷载产生的应力通过筋材分散到各土层之间，
进而减小面板上的土压力。

随着侧向位移增加，不同加筋层数下的挡墙土

压力有接近的趋势。 这是由于筋材选用的是弹塑性

模型，随着试验的进行，土工格栅逐步发挥作用的同

时也在发生着塑性变形，导致对土体的加固效果与

试验初期存在差异。 通过图 ３ａ）和 ３ｂ）可知，后者

加筋与未加筋的挡墙面板土压力效果存在显著差

异，一层土工格栅加筋比未加筋试件土压力值可减

少 ３５％～４０％，当采用 ３ 层土工格栅对挡墙进行加

筋时，土压力值降低 ４０％ ～ ６０％。 土工格栅刚度与

挡墙土压力大小呈负相关，这是由于土工格栅不仅

能传递应力，自身也可进行应力承担，其刚度越大，
承担应力的能力就越强，对土体的加固作用也就越

显著。
２．２　 土压力分布

为研究土工格栅对挡墙土压力沿高度分布规律

的影响，在侧向位移 Ｕｘ ／ Ｈ ＝ ０．２％时，采集了不同工

况下加筋土挡墙土压力在归一化高度上的分布，结
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Ｕｘ ／ Ｈ＝ ０．２％处不同土工格栅层数土压力分布规律

归一化高度 ｈ ／ Ｈ 为监测点的竖向高度 ｈ 与墙

高 Ｈ 的比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土压力值与深度总

体呈反比。 同时，在靠近面板上部附近（ｈ ／ Ｈ ＝ ０．８ ～
１．０），多数工况下挡墙土压力随深度增加反而会增

大。 主要原因是伴随监测点深度的增加，面板侧壁

摩擦逐渐增大，造成在挡墙底部土压力减小趋势明

显大于挡墙上部，这也证明了面板的侧壁摩擦效应

不可忽略。
加筋土挡墙与未加筋土挡墙相比，前者土压力

较小，且加筋层数在挡墙上部对土压力降低影响幅

度更为显著，而在挡墙下部，加筋层数差异效果不明

显。 而对比 ２ 种土工格栅（ＧＬ⁃７００ 和 ＧＬ⁃１１５５）发

现，亦呈现上述规律，土工格栅刚度在挡墙上部对土

压力数值大小影响较大，而在挡墙底部刚度差异带

来的加筋效果差异不明显。 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可

能是每个模型试样的外摩擦角设置均为 ６°，在挡墙

底部，填土与面板侧摩效应明显对土压力的减小效

果显著，分担了由加筋层数和加筋刚度不同所带来

的差异。
图 ５ 展示了 ２ 种工况下土工格栅与挡墙面板采

用不同连接方式时的挡墙土压力沿归一化高度 ｈ ／ Ｈ
的分布情况。 图 ５ａ）为单层加筋，图 ５ｂ）为双层加

筋。 可以发现，土工格栅与面板连接与否对挡墙土

压力的数值大小和分布规律影响不大，但相关文献

表明［２２］，筋材连接方式对土体的塑性变形会造成较

大影响。 这是由于受到竖向外部荷载作用，土体与

筋材牢牢地嵌合在一起，这种嵌固作用远大于挡墙

面板对筋材的限制，所以筋材与面板连接与否对挡

墙土压力不会造成显著影响。

图 ５　 不同土工格栅与面板连接方式的加筋土挡

墙土压力分布（Ｕｘ ／ Ｈ＝ ０．２％）

·９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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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展示了在非加筋工况下土压力模拟结果与

是否考虑外摩擦角理论计算结果对比。 在图 ６ 中计

算出土压力系数 Ｋａ 后，理论土压力仅随深度 ｚ变化，
在图中呈直线分布。 挡墙顶部侧壁摩擦较小可忽

略，因此 ２ 种理论土压力计算结果均在挡墙上端收

敛。 试验侧向位移施加过程中土压力系数测量值由

Ｋ０ 表示，Ｋ０ ＝ ０．４７ 时，侧向位移 Ｕｘ ／ Ｈ ＝ ０．００５％ ～
０．０１％，表示处于静止土压力状态。 ｑ０ ＝ ５０ ｋＰａ 的

外部荷载作用下，土压力系数明显下降。 结果表明，
有限元模拟方法在试验中能较好反映侧壁摩擦，由
于未对挡墙加筋，减小的土体应力认为与加筋状况

无关而是由侧摩效应所导致的。

图 ６　 是否考虑边墙摩擦情况下静止状态下的

实测土压力和理论土压力

２．３　 考虑侧壁摩擦效应应力分析

Ｂａｔｈｕｒｓｔ 和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２３］ 研究发现，竖向应力随

自重逐渐减少

ｇ′（ ｚ） ＝ γ × ｚ（１ － ２ × Ｋｓｗ × ｔａｎδｓｗ） （１）
式中：土体重度 γ ＝ １７．１ ｋＮ ／ ｍ３；ｚ 表示距挡墙顶部

距离；δｓｗ 表示竖向应力下砂土与面板之间的外摩

擦角。

面板与填土之间的土压力系数为 Ｋｓｗ ＝ Ｋ２ ／
２（１ ＋ Ｋａ），应力 σ２ 在平面应变中土压力系数 Ｋ２ ＝
０．７［２４］，在土压力系数基础上进行迭代，可选取主动

土压力系数 Ｋａ ＝ ０．４７。
侧摩效应可降低由外部荷载引起的垂直应力。

在理想条件下，用 Ｂａｔｈｕｒｓｔ 和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２３］ 的公式

描述

ｑ（ ｚ） ＝ ｑ０ × ｅ －Ｃ１×ｚ （２）
式中， ｑ０ 为外部竖向荷载。

Ｃ１ ＝ ２ × Ｋｓｗ ／ Ｗ × ｔａｎδｓｗ （３）
式中：挡墙宽度 Ｗ ＝ ０．４５ ｍ， 同等应力水平下土体

与侧壁之间的摩擦角 δｓｗ ＝ １５°。
根据侧摩效应所调整后的总有效应力为

σ′ｖ（ ｚ） ＝ ｇ′（ ｚ） ＋ ｑ（ ｚ） （４）
２．４　 土压力系数

通常根据土压力理论来设计加筋土挡墙面层，
土压力系数须考虑到筋材对土体的加固作用。 考虑

面板侧摩效应时，土压力系数可由总土压力与竖向

的平均有效应力比值计算

Ｋ ＝ （Ｅａｈ ／ Ｈ） ／ σ′ｖ （５）
式中： Ｅａｈ 为水平土压力；Ｈ 为挡墙高度；σｖ 为根据

面板侧摩效应获得的总有效应力。

图 ７　 不同刚度土工格栅加筋土挡墙土压力

系数随侧向位移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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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展示了不同工况下筋材与面板无连接时土

压力系数随侧向位移的变化曲线。 图 ７ａ） ～ ７ｂ）分

别展示了 ２ 种不同筋材 （ ＧＬ⁃７００ 和 ＧＬ⁃１１５５） 的

情况。
从图 ７ 中可以看出，在经历试验的初期阶段

（Ｕｘ ／ Ｈ ＝ ０．０２％），主动土压力系数数值较低。 而若

不考虑挡墙面板的侧摩效应，该值会更高［２５］。 另

外，挡墙土压力降低主要在 Ｕｘ ／ Ｈ＝ ０．１％处发生。

３　 土压力计算公式改进

由于在土压力产生过程中，侧摩效应会产生较

大影响，而现在常用的朗肯土压力方法虽然较为简

单，但假定忽略了侧壁摩擦效应，而在土体到达极限

状态之前的土压力变化比较复杂，库伦土压力计算

过程相对又过于繁琐，因此提出一种在非极限状态

下能考虑侧壁摩擦效应的土压力计算方法是非常有

必要的。
３．１　 公式推导

当前，计算挡墙土压力方法一般采用假设土体

处于极限状态下的经典土压力理论。 现有研究［２６］

发现，挡墙工作时，墙后土体多数为非极限状态，尤
其是挡墙处于主动状态下时，极限状态下土压力通

常小于非极限状态下土压力。
在经典土压力理论中，土体内摩擦角为常数，而

在工程实际中，土体内部摩擦和土－墙之间的侧壁

摩擦通常是随着变形而逐步形成，大量现场检测和

试验研究表明［２７］，土压力呈非线性分布。
随着土压力逐渐增大，墙后填土逐渐由静止状

态向极限状态过渡，内摩擦角渐渐发挥作用。 因此，
将内摩擦角作为一个常数处理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土体内摩擦角发挥值 ϕｍ 通过（６）式计算

ｔａｎϕｍ ＝ ｔａｎϕ０ ＋ Ｋｄ（ｔａｎϕ － ｔａｎϕ０）

Ｋｄ ＝
４ａｒｃｔａｎ（Ｓ ／ Ｓａ）

π
（６）

式中： Ｋｄ 表示影响系数，反映了 ϕｍ 受到位移量 Ｓ 的

影响程度；Ｓａ 是土体塑性破坏时的水平位移量，可
对应表 ３ 情形进行取值。 ϕ０ 根据（７）式可求解

１
Ｋ０

＝ １
ｃｏｓϕ０

＋ ｔａｎ２ϕ０ ＋ ｔａｎϕ０ ｔａｎ
ϕ０

２
æ

è
çç

ö

ø
÷÷

２

Ｋ０ ＝ １ － ｓｉｎϕ （７）

表 ３　 土体塑性破坏时的位移量［２８］

类别 位移形式 位移量

粉砂 平移 （０．６％～０．８％）Ｈ

矿渣 平移 （０．１％～１．３％）Ｈ

矿渣 绕底端偏移 （０．０９％～０．１％）Ｈ

石灰 绕底端偏移 （０．０９％～０．１％）Ｈ

粘土 平移 ０．４％Ｈ

粘土 绕底端偏移 ０．４％Ｈ

压实粘土 绕底端偏移 （０．９％～１．０％）Ｈ

粉质粘土 平移 ０．４％Ｈ

砂土 平移 ０．３％Ｈ

密实砂 平移 ０．１％Ｈ

密实砂 绕底端偏移 ０．１％Ｈ

中密砂 平移 （０．１４％～０．１６％）Ｈ

中密砂 绕底端偏移 （０．１％～０．２７％）Ｈ

　 注：Ｈ 为墙高。

当墙体发生位移变形时，有可能导致填土发生

相对墙体的偏移，水平应力会相应改变，直到与墙体

产生塑性平衡，转变成主动极限状态。 因而，水平方

向的主动土压力 σａｍ 可表示在特定位移下静止土压

力 σ０ 与松弛土压力 σｒ 的关系

σａｍ ＝ σ０ － σｒ （８）
　 　 当挡墙发生转动，墙后填土进入主动极限状态

时，水平土压力 σａｍ 与库伦土压力 σａ 的关系为

σａｍ ＝ σａｃｏｓδ （９）
　 　 松弛应力 σｒ 到达最大值，引入位移函数 Ｆａ，使
σｒ ＝ Ｆａσｒｍａｘ ，即

σａｍ ＝ σ０ － Ｆａ（σ０ － σａｃｏｓδ） （１０）
Ｆａ 如（１１） 式所示

　 Ｆａ ＝
ｅｘｐ［ｔａｎ２（４５° － ϕ ／ ２）］Ｓ

｛ｅｘｐ［ｔａｎ２（４５° － ϕ ／ ２）］ － １｝Ｓａ ＋ Ｓ
（１１）

　 　 将 σ０ ＝ Ｋ０γｈ，σａ ＝ Ｋａγｈ 和 Ｋａ 代入（１１） 式，即
可得出非极限状态下的土压力系数 Ｋａｍ

Ｋａｍ ＝ Ｋ０ －
ｅｘｐ［ｔａｎ２（４５° － φｍ ／ ２）］Ｓ

｛ｅｘｐ［ｔａｎ２（４５° － φｍ ／ ２）］ － １｝Ｓａ ＋ Ｓ
×

　 （Ｋ０ － Ｋａｃｏｓδ） （１２）
３．２　 模型验证

为验证该公式的合理性，图 ８ 展示了传统 Ｃｏｕ⁃
ｌｏｍｂ 理论、有限元模拟和 ３．１ 节改进公式对土压力

·１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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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２１］对比。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３ 种不同的内摩擦角下，

Ｃｏｕｌｏｍｂ 理论解对土压力计算偏保守，与实测值偏

差较大，尤其在侧向位移刚施加阶段，Ｃｏｕｌｏｍｂ 理论

计算出的土压力系数远远小于实测值。 与其相比，
改进公式土压力系数随着位移的施加在数值和变化

趋势上都更接近实际情况。
当内摩擦角 φ 为 ５０°和 ６２°时，改进公式计算结

果和实测值均出现极大值点，随着位移的施加，由之

前的上升趋势转变为下降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在较

大内摩擦角作用下，随着试验的进行，内摩擦角发挥

作用的空间较大，导致试验初期出现土压力系数上

升的情况。 而这种现象在另外 ２ 种计算结果中均未

体现。 这说明本文基于土体在非极限状态下所提出

的土压力计算方法，由于考虑土体处于非极限状态

和墙壁侧摩效应，对主动土压力大小和分布的计算

较为准确、合理。

图 ８　 改进公式计算结果对比

４　 结　 论

本文利用有限元软件建立加筋土挡墙模型，研
究了在不同工况下挡墙土压力大小和分布规律。 基

于此，根据非极限状态下挡土墙内外摩擦角的发挥

程度，对传统土压力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正。 主要研

究结论如下：
１） 挡墙土压力数值大小受到土工格栅刚度和

层数影响，呈现出随着配筋层数和刚度增加，土压力

逐渐减小的一般趋势。 未进行预张拉的土工格栅在

试验初期即可对土压力进行明显改善。

２） 挡墙土压力大小与深度呈负相关，不同工况

下加筋土挡墙土压力随深度变化趋势差异不大。 在

挡墙上部，加筋层数和筋材刚度对土体作用相对挡

墙底部效果明显。 筋材与面板连接方式对土压力数

值大小和分布规律影响较小。
３） 考虑到侧壁摩擦效应，对传统土压力计算公

式进行改进，提出了非极限状态下土压力计算方法。
与 Ｃｏｕｌｏｍｂ 土压力公式解和有限元数值解相比，该
方法可较准确地反映主动土压力的大小和非线性分

布，计算结果与实测值更为接近，证明该公式较为准

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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