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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板闸遗址受力性能的

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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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具有复杂形式和结构的淮安板闸遗址受力性能，采用 ＦＲＡＮＣ ３Ｄ 和 ＡＮＳＹＳ 软件对淮安板闸

遗址进行非线性有限元计算，研究存在初始裂缝的板闸遗址主体的受力及其周边土体的应力分布．研究结果

表明：对于考虑含初始裂缝的板闸有限元模型，根据 Ｍ积分法计算得到应力强度因子和 Ｊ 积分，并使用最大

周向应力准则预测裂缝结果；在工况组合“自重＋填土压力＋水压力＋０．７５ 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作用下，淮安

板闸主体结构曲率变化处的斜向裂缝，将会持续以下端开裂早于上端开裂的趋势，保持扭转撕裂的形式发展．

对板闸遗址主体结构与周边土体进行参数分析，得出极限应力与板闸弹性参数、土体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 模型参

数、板闸与土体间摩擦系数、附加荷载值之间的关系；同时，给出板闸遗址背部填土的较优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 模

型参数区间，即粘聚力为 １２～２０ ｋＰａ，内摩擦角为 １０°～２０°，膨胀角／内摩擦角的比值为 ０～０．３，此时附加荷

载增大对板闸遗址的应力提高效应较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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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江苏省淮安市淮安板闸遗址经过两次抢救性挖掘后呈现了原貌
［１］．遗址保存状况

良好，年代明确，遗迹丰富，为世界遗产———京杭大运河增添新的重要内涵，同时对研究明清水利史、运

河史、明清两代税收史、古代水利工程学、古建筑学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水

闸结构和古代砖砌遗址已有一些研究［２-４］．谭波等
［５］应用有限元方法，考虑土体变形、位移，以及土与墙

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影响，合理分析卸荷挡墙的土压力分布，并以卸荷板长度和位置为优化参量进行结构

优化设计．淳庆等
［６］对泰州水关遗址进行残损分析，并通过有限元模拟分析其结构性能找出其隐在的

病害；司海宝等［７］利用双屈服面土体本构模型对遮帘式板桩码头三维数值计算展开研究，并探讨该新型

码头结构与地基土体间相互作用、墙身与桩体的变形等因素间关系；肖瑶等［８］提出了一种考虑岩土体力

学参数自然劣化规律的双折减系数强度折减法和综合安全系数计算方法；芮瑞等［９］研究了考虑墙壁摩

擦影响的挡土墙主动土压力分布特性；李永庆［１０］基于极限平衡理论的基本力学原理，推导出粘性土与

无粘性土情况下的有限土体土压力公式，并推导了滑裂角的关系式；Ｔａｎｇ 等
［１ １］基于现场实测的三维有

限元模型对板桩墙侧土压力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桩身性能的变化；Ｃａｐｉｌｌｅｒｉ 等
［１２］对采用垂直预制

混凝土面板和聚合物带的机械稳定土墙（ＭＳＥＷ）在谐波荷载作用下的动力性能进行了分析；Ｈａｍｄｅｒｉ

等［１３］建立了能够模拟弯道转角的三维有限元模型，指出钢筋刚度和土体模量对砌块的分离和开裂是有

显著影响的．

综上，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对现代水闸、现代挡土墙与土体等进行了研究［１４-１７］，而对古代板闸遗

址的结构性能研究鲜有报道．淮安板闸遗址是典型的明清官式做法，与现代水闸在形制、结构、构造和

工艺上均有明显的不同．为了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必须先弄清楚其结构性能．基于上述，本文综合

考虑板闸周边土体分布情况，建立板闸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非线性计算，并对板闸遗址主体与周边土体

进行参数分析，研究极限应力与板闸弹性参数、土体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 模型参数、板闸与土体间摩擦系

数、附加荷载值间的关系．

１ 数值计算

１．１ 计算依据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板闸遗址总占地面积约为 ２ ６００ ｍ２（含闸墩），实际发掘面积为 ４４５ ｍ２（以闸底

计算）．板闸全长为 ５７．８ ｍ，宽为 ６．２～５６．２ ｍ，残高为 ５．２～７．８ ｍ．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条石之间灰浆

采用石灰加糯米汁制作．现场照片与剖面图，如图 １ 所示．

参考《板闸遗址保护与展示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工程编号：１７１３０２），遗址场地内的土层由上而

下依次为填土（平均厚约为 ２．４７ ｍ）、粉土（平均厚约为 １．７７ ｍ）、粉土夹淤泥质黏土（平均厚约为 ４．１５

ｍ）、黏土（平均厚约为 １．８３ ｍ）等．本场地为相对稳定区，属稳定场地．场地内布设了较多木桩，主要起

加固地基和稳定土层作用．根据该地质勘察报告，分析时保守取：填土层的桩土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为 １４０ ｋＰａ，粉土层的桩土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１００ ｋＰａ，粉土夹淤泥质黏土层的桩土复合地基承

载力特征值为 ９０ ｋＰａ，黏土层的桩土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１４０ ｋＰａ．

１．２ 有限元模型建立

根据现场调查与分析，板闸主体结构由板闸侧墙和夯土复合承重，较为复杂，且残损严重，整体性

差．为方便建模计算，作如下假定：对孔洞等进行补砌，将墙体简化为各向同性连续均质材料
［１８］．几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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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现场照片                 （ｂ）板闸剖面图      

图 １ 淮安板闸遗址

Ｆｉｇ．１ Ｈｕａｉ'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Ｇａｔｅ Ｓｉｔｅ

观尺寸按现场实际测绘取值，内部尺寸按勘查结果．即近似按双轴对称考虑，取主体结构整体的 １／４ 建

立模型．有限元网格，如图 ２ 所示．单元类型为 Ｓｏｌｉｄ ９５ 单元（侧墙后第一层为填土层、侧墙后第二层为

粉土层和侧墙后第三层及墙下部为黏土层，采用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 模型）和 Ｓｏｌｉｄ ６５ 单元（侧墙主体结构，

采用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ａｒｎｋｅ 模型，考虑开裂和压溃），单元边长约为 ０．５ ｍ，单元数目约为 ５．２ 万．

 （ａ）整体    （ｂ）主体结构    （ｃ）填土      （ｄ）粉土       （ｅ）黏土  

图 ２ 有限元网格

Ｆｉｇ．２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ｒｉｄ

在计算模型中，模型水位按设计水位 ０．５ ｍ 取值，水压力（侧压力）作为面荷载直接加在主体结构

上，填土上的附加堆载取 １０ ｋＰａ（考虑游客和附加建筑小品等）．

对主体结构在 ４ 个工况组合作用下的裂缝、变形和应力及地基应力，进行如下 ４ 个方面的非线性分

析．１）自重＋土压力．主要模拟土体侧推力的影响．２）自重＋土压力＋附加堆载．主要模拟土体侧推

力及附加堆载的影响．３）自重＋土压力＋水压力．主要模拟土体和地下水的侧推力影响．４）自重＋土

压力＋水压力＋０．７５ 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主要考虑 ２），３）的组合影响．模拟土体和地下水的侧推力与

附加堆载的组合，附加堆载考虑适当的折减．

考虑闸体与土体间的接触，结合检测数据、地勘报告、砌体结构设计规范与文献［１９］，并按偏保守的

原则取值，板闸遗址主体材料和板闸遗址周边土体参数分别如表 １，２ 所示．表 １，２ 中：γ为容重；Ｅ Ｐ，Ｅ Ｆ

分别为板闸和填土的弹性模量；ν为泊松比；f ｒｋ为抗压强度；f ｔ 为抗拉强度；ψｏ 为开口裂缝剪切传递系

数；ψｃ 为闭口裂缝剪切传递系数；φ为粘聚力；φ为内摩擦角；θ为膨胀角；μ为墙土间摩擦系数．

表 １ 淮安板闸遗址主体的材料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Ｈｕａｉ'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Ｇａｔｅ Ｓｉｔｅ

分析对象 γ／ｋＮ·ｍ３ ＥＰ／ＧＰａ ν f ｒｋ／ＭＰａ f ｔ／ＭＰａ ψｏ ψｃ

板闸主体 ２２．０ １．３１８ ０．２ １．３５ ０．０７ ０．５ ０．９

表 ２ 淮安板闸遗址周边土体的材料参数表

Ｔａｂ．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ｒｏｕｎｄ Ｈｕａｉ'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Ｇａｔｅ Ｓｉｔｅ

土体 γ／ｋＮ·ｍ３ ＥＦ／ＭＰａ ν φ／ｋＰａ φ／（°） θ／（°） μ

填土 １８．８ ４６．０ ０．３５ ８．３ ２７．６ ０ ０．３

粉土 １８．８ ５５．０ ０．３５ １３．０ ２４．６ ０ ０．３

黏土 １９．０ ４０．０ ０．３５ 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０．３

１．３ 有限元分析结果

本有限元模型建立时，各参数取值尽量贴近了实测值，可以认为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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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析要求．根据计算结果，对主体结构最不利的是工况组合 ４（自重＋土压力＋水压力＋０．７５ 倍的

（ａ）所有裂纹分布

设计堆载），其分析结果如图 ３ 所示．

从图 ３（ａ）可知：覆土后，在 ７．５ ｋＰａ 的附加堆载和最高设

计水位的共同作用下，裂缝长度扩展，且三级裂缝继续发展，

未出现压碎区域（图 ３（ｂ））．从第一主应力的云图（图 ３（ｃ））可

见：拉应力依然较大，裂缝会继续出现；主体结构的侧向变形

较小（图 ３（ｄ）），整体位移在 １１ ｍｍ 左右．从图 ３（ｅ）～（ｇ）可

知：填土的 Ｓ３ 值变大，但依然满足要求．粉土出现压溃区，压

溃高度为 １ ｍ 左右；墙体附近黏土 Ｓ３ 应力较大，且压溃区扩

（ｂ）Ｓ３（ＭＰａ）云图      （ｃ）Ｓ１（ＭＰａ）云图      （ｄ）Ｕｓｕｍ（ｍｍ）云图

（ｅ）填土 Ｓ３（ＭＰａ）云图      （ｆ）粉土 Ｓ３（ＭＰａ）云图      （ｇ）黏土 Ｓ３（ＭＰａ）云图

图 ３ 工况组合 ４ 的分析结果

Ｆｉｇ．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４

大，需要采取可靠的措施来保证土层稳定性．从图 ３ 可知：该工况组合下结构出现多级较大裂缝，且裂缝

多出现在闸体的拐角处（曲率最大处）；裂缝会削弱结构的整体性，降低材料耐久性，带来安全隐患，可能

会引起修复后结构局部区段的再次破损．

图 ４ 闸体存在多处缝隙与裂缝

Ｆｉｇ．４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ｃｒａｃｋｓ ｉｎ ｓｉｔｅ ｂｏｄｙ

２ 考虑初始裂缝的影响

２．１ 带初始裂缝的有限元模型建立

根据现场勘察，闸体多处存在开裂现象，如图 ４ 所示．初始裂

缝会对结构起到削弱作用，为研究初始裂缝对板闸结构受力性能

的影响，结合有限元分析结果，文中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闸体拐

角处（曲率最大处）———最不利裂缝（裂缝直径为 ２５０ ｍｍ，斜向裂

缝）作为初始裂缝，建立板闸遗址在工况组合 ４（自重＋土压力＋

水压力＋０．７５ 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作用下的有限元模型．

在三维裂纹分析软件 ＦＲＡＮＣ ３Ｄ 中进行子模型划分，裂缝插入与子模型网格划分，考虑初始裂缝

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５ 所示．

２．２ 线弹性断裂分析

首先把主体材料设置为线弹性，通过计算板闸主体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探究其线弹性断裂特

性．Ｃｈｕｎ 等
［２０］研究表明，采用Ｍ积分法计算的应力强度因子有较高精度．因此，文中采用Ｍ积分法进

行计算，结果如图 ６ 所示．图 ６ 中：Ｍ 为应力强度因子；d 为归一化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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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裂缝位置与子模型     （ｂ）子模型与裂缝尖端处网格     （ｃ）子模型的空间位置

图 ５ ＦＲＡＮＣ ３Ｄ 中插入典型裂缝

Ｆｉｇ．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 ３Ｄ ｍｏｄｅｌ

  （ａ）张开型裂纹（Ⅰ型）       （ｂ）滑开型裂纹（Ⅱ型）      （ｃ）撕开型裂纹（Ⅲ型）

图 ６ 采用 Ｍ积分法计算应力强度因子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图 ７ 采用 Ｍ积分法计算 Ｊ 积分

Ｆｉｇ．７ Ｊ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从图 ６ 可知：闸体拐角处的斜向贯穿裂缝为Ⅰ，Ⅱ，

Ⅲ型复合裂纹，且根据 Ｋ 判据，裂纹尖端归一化距离为

０．５ 处有着最小的应力场，而 Ａ，Ｂ 端有最大且方向相反

的应力场．可以预见，最终产生的扩展裂纹面将因为三

种裂缝混合影响而表现出非平面性质．

２．３ 弹塑性断裂分析

设置主体材料为非线性，考虑一定的材料弹塑性，

采用Ｍ积分法计算裂纹的 Ｊ 积分，从能量的角度确定弹

塑性裂纹体的裂纹尖端应力-应变场奇异性的程度，如

图 ７ 所示．从图 ７ 可知：Ｊ 积分也表现出以裂纹尖端归一

化距离 ０．５ 处为应力场极小值点的特性．说明板闸主

体该处的裂缝发展将更偏向 Ａ，Ｂ 两端，而沿着裂纹尖

端往中间的发展逐渐减弱———在 ０．５ 距离处达到峰值．研究结果表明：裂缝的出现使得板闸主体应力场

（ａ）扩展裂缝形状  （ｂ）裂缝面扭转  （ｃ）扩展裂缝

                   形状内部剖视图

图 ８ 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的裂纹扩展

Ｆｉｇ．８ Ｃｒ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更加复杂，且容易发生提前破坏，由此使得结

构主体承载力下降．

２．４ 裂纹扩展与分析

文献［２０］比较了多种裂纹判据的计算精

度与计算速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最大周向应

力准则作为断裂判据有着更高的计算效率．因

此，文中利用 Ｍ 积分法进行应力强度因子计

算，并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作为判据，进行

裂纹扩展预测，如图 ８ 所示．

综合考虑图 ６～８，结果表明裂缝中 Ｂ 端

张开型裂缝趋势越来越大，整体来看滑开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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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贡献度基本和扩展前保持一致，而撕开型裂缝则逐渐沿前端趋于同一值．这说明整体裂缝将会持续

以 Ｂ 端更快开裂的速度（这一点从图 ７ 扩展后 Ｊ 积分曲线也可以看出），以扭转撕裂的形式继续发展（图

８ 的裂纹形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因此，在考虑初始裂缝的情况下，板闸遗址本体在工况组合 ４（自重＋

土压力＋水压力＋０．７５ 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作用下会继续扩展，存在结构安全隐患，因此，必须对该裂

缝进行加固处理．

３ 影响结构性能的参数分析

由于本次保护工程主要是针对板闸遗址主体和填土，因此在有限元模型中将板闸遗址主体结构改

回弹性结构，使用预处理共轭梯度（ＰＣＧ）算法，基于多核高强性能的设备，综合现场实测合理确定分析

域，进行了 ３８０ 种不同工况组合下的计算分析．探究了板闸弹性参数、填土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 模型参数、

板闸与土体间摩擦系数、附加荷载值，以及板闸主体第一、第三主应力及各层土第三主应力最大值间的

图 ９ 板闸弹性模量与板闸

主体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ｉｌ

关系．计算时除了进行分析的参数摄动变化，其余参数与前文静

力分析时取值一致．

３．１ 单参数影响

３．１．１ 板闸主体弹性模量 板闸弹性模量（Ｅ Ｐ）对淮安板闸遗址

及其周边土体极限应力（σ）的影响，如图 ９ 所示．从图 ９ 可知：板

闸主体弹性模量的改变对土体极限承载力影响较小，弹性模量多

阶提高后土体应力仅在 ３．７％左右的增幅；而对于板闸主体的第

一主应力值与第三主应力值均呈现出了近似线性的增长，第一主

应力每阶增幅约为 ２１％，第三主应力每阶增幅约为 ８％．这是由

于随着主体自身刚度增大，其分摊受力也随着提高，因此表现出

了这样的性质．

３．１．２ 填土容重 填土容重（γ）对淮安板闸及其周边土体极限

应力（σ）的影响，如图 １０ 所示．从图 １０ 可知：填土的容重改变对

黏土应力值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填土应力变化近似为线性增

长，最大增幅为 ４６．３４％；板闸第一与第三主应力及粉土的变化都随着填土容重变大表现出近似线性增

长趋势．

３．１．３ 填土弹性模量 填土弹性模量（Ｅ Ｆ）对淮安板闸及其周边土体极限应力（σ）的影响，如图 １１ 所

示．从图 １１ 可知：填土的弹性模量改变对填土应力值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从增幅来看，板闸第一与

第三主应力及粉土与黏土应力的变化都随着填土弹性模量，表现出前期非线性减小后期逐渐趋于平缓

变化的模式．其中，板闸主体第一主应力值前期非线性减小总幅度约为 ２４．６８％，后期平稳段仅为 ６％，

板闸主体第三主应力值前期非线性减小总幅度约为 １０．６７％，后期平稳段仅为 ２．３０％．

  图 １０ 填土容重与板闸主体         图 １１ 填土弹性模量与板闸主体

  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关系            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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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板闸主体第一主应力

３．２ 双参数共同影响

３．２．１ 堆载-闸土间摩擦系数 附加堆载（Ｐ）与板闸和

土体间摩擦系数（μ）共同作用对淮安板闸遗址及其周边

土体极限应力（σ）的影响，如图 １２ 所示．图 １２ 中：云图

颜色表示应力区间，投影等值线表示使得应力进入该区

间内对应堆载与摩擦系数间关系．

由图 １２（ａ）可知：板闸第一主应力最大值随着摩擦

系数升高而减小，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从云图曲面曲

率变化可知，大荷载下摩擦系数增大对第一主应力削弱

较大，比小荷载下的削弱效果多达 ２．８ 倍；而从云图等

（ｂ）板闸主体第三主应力           （ｃ）填土第三主应力

（ｄ）粉土第三主应力           （ｅ）黏土第三主应力

图 １２ 堆载-闸土间摩擦系数共同作用对板闸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ａ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ｉｌ

值线包络面积可知，绿色等值线左侧面积明显小于右侧，而其应力变化幅度却大于右侧，由此证明进入

大荷载后应力急剧增长的趋势．

由图 １２（ｂ），（ｄ），（ｅ）可知：板闸，粉土和黏土的第三主应力最大值与板闸第一主应力表现性质类

似．即随着摩擦系数增大，第三主应力减小，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摩擦系数对第三主应力

影响显著．

由图 １２（ｃ）可知：对于填土第三主应力而言，堆载和摩擦系数的单一影响与上述结论相同，但是其

应力等值线由近似的直线变为了曲线．这表明堆载和摩擦系数的共同作用对填土第三主应力影响有所

不同．即当摩擦系数＜０．３ 时，进入同一应力区间所需荷载大小随着摩擦系数变小而减小．说明摩擦

系数变化在 ０～０．３ 内对荷载-应力关系影响较大，这个趋势在摩擦系数＞０．３ 后趋于平缓．

３．２．２ 堆载-填土粘聚力 附加堆载（Ｐ）与填土粘聚力（φ）共同作用对淮安板闸及其周边土体极限应

力（σ）的影响，如图 １３ 所示．图 １３ 中：云图颜色表示应力区间，投影等值线表示使得应力进入该区间内

对应堆载与粘聚力间关系．

由图 １３（ａ）可知：板闸第一主应力最大值随着粘聚力升高而减小，最终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变化；随

着堆载升高而增大．从云图曲面曲率变化可知，大荷载下粘聚力减小对第一主应力增幅较大，比小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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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板闸主体第一主应力

下的增幅效果多达 ３．３ 倍；而从云图等值线包络面

积可知，天蓝色等值线（０．８５ ＭＰａ）左侧面积明显小

于右侧，而其应力变化幅度却大于右侧，由此证明进

入大荷载后应力急剧增长的趋势．云图的等值线变

化表明：当粘聚力＜１２ ｋＰａ 左右时，粘聚力的细微改

变对荷载-应力关系有显著影响，这个趋势在粘聚力

＞１２ ｋＰａ 后逐渐趋于平缓．

由图 １３（ｂ），（ｄ），（ｅ）可知：板闸、粉土和黏土的

第三主应力最大值与板闸第一主应力表现性质类

似．即随着粘聚力减小，第三主应力增大，随着堆载

（ｂ）板闸主体第三主应力            （ｃ）填土第三主应力

（ｄ）粉土第三主应力            （ｅ）黏土第三主应力

图 １３ 堆载-填土粘聚力共同作用对板闸主体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ａｄ-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ｉｌ

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的粘聚力对第三主应力影响显著，进入小粘聚后应力变化显著．

由图 １３（ｃ）可知：对于填土第三主应力而言，随着粘聚力减小，第三主应力也略微减小，但总体减小

幅度很小，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的粘聚力对第三主应力影响略有加强效果，进入小粘聚

后的应力变化效应加强但幅度很小．整体而言，填土粘聚力对填土自身第三主应力影响幅度较小，同一

荷载下，粘聚力变化导致的应力变化幅度约为 ０．５％．

３．３ 多参数共同影响

附加堆载与填土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 模型参数间共同作用，如图 １４～１８ 所示．图 １４～１８ 考虑四阶相互

影响效应，影响第一层设为附加堆载（Ｐ），次层设为填土粘聚力（φ），第三层设为填土内摩擦角（φ），最后

一层设为填土膨胀角（θ），以此建立五维数据分析图．图 １４～１８ 中：颜色表示应力分布情况，时间线表示

荷载变化．

由图 １４ 可知：板闸第一主应力最大值随着膨胀角升高而增大．在小荷载，内摩擦角为 ５°～２５°时，随

着内摩擦角增大，第一主应力值减小；在内摩擦角为 ２５°～３０°时，随着内摩擦增大，第一主应力值增大．

大荷载时，随着内摩擦角增大，第一主应力逐渐减小．总体而言，大荷载作用下，填土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 模

型参数对应力值影响较大，极值变化幅度约为小荷载作用下的 ９．６７ 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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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多参数对板闸主体第一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ａｔｅ ｂｏｄｙ

图 １５ 多参数对板闸主体第三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ａｔｅ ｂｏｄｙ

由图 １５ 可知：在小荷载，内摩擦角为 ５°～１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板闸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内摩

擦角为 １０°～３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板闸第三主应力值增大；在大荷载时，随着膨胀角增大，板闸第三

主应力值减小，板闸第三主应力随着内摩擦角增大而减小．总体而言大荷载作用下，填土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

ｅｒ 模型参数对应力值影响较大，极值变化幅度约为小荷载作用下的 ６ 倍左右．

由图 １６ 可知：在小荷载，内摩擦角为 ５°～２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增大；在内摩

擦角为 ２０°～３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大荷载，内摩擦角为 ５°～１０°时，随着

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内摩擦角为 １０°～２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增

大；在内摩擦角为 ２０°～３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小荷载时，随着内摩擦角增

大，第三主应力随之增大；而在大荷载时，填土第三主应力在内摩擦角为 ２０°时取极大值．大粘聚力下，

填土第三主应力变化较小，其第三主应力值约在小粘聚力下内摩擦角 ２０°～２５°附近的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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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多参数对填土第三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ｌｌ ｓｏｉｌ

图 １７ 多参数对粉土第三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７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ｌｔ ｓｏｉｌ

由图 １７ 可知，除个别参数下应力微小浮动外，膨胀角增大，粉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随着内摩擦角

增大，粉土第三主应力随之减小，且在 ５°～２０°时减小幅度较大，约为 ２０°～３０°减小幅度的 ３．９４ 倍以

上．在小荷载，大粘聚力下，粉土第三主应力变化较小，其第三主应力值约在小粘聚力下内摩擦角 ２０°～

２５°附近的应力值；在大荷载，大粘聚力下，粉土第三主应力值远小于小粘聚力下的值．

由图 １８ 可知：除个别参数下应力微小浮动外，膨胀角增大，黏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小荷载时，随

着内摩擦角增大，黏土第三主应力随之减小，且在 ５°～２０°时减小幅度较大；在大荷载时，内摩擦角增大，

黏土第三主应力先减再增，在 ２０°附近时取极小值．在小荷载、大粘聚力下，黏土第三主应力变化较小，

其第三主应力值约等于在小粘聚力下内摩擦角 ２０°～２５°附近的应力值；而在大荷载，大粘聚力下，粉土

第三主应力值大于小粘聚力下内摩擦 ２０°～３０°时的值，小于 ５°～２０°的值．

综上所述，当粘聚力较大时，板闸主体与土体随着附加荷载增加，应力增长缓慢．由于内摩擦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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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８ 多参数对黏土第三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８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ｌａｙ ｓｏｉｌ

５°～３０°变化时，不同大小附加荷载情况下，板闸主体与土体的应力变化单调性不同．然而，通过上述分

析可知，内摩擦角在 １０°～２０°之间变化时，板闸主体和大部分土体的应力可以达到极小值，且在 ０～０．３

的膨胀角／内摩擦角比值时，附加荷载增大对板闸遗址的应力提高效应不敏感．

４ 结论

采用 ＦＲＡＮＣ ３Ｄ 和 ＡＮＳＹＳ 软件对淮安板闸进行非线性有限元计算，研究存在初始裂缝状况的板

闸遗址主体受力性能及其周边土体的应力分布．通过影响因素的参数分析，得出如下 ６ 点主要结论．

１）对主体结构最不利工况组合是“自重＋填土压力＋水压力＋０．７５ 倍的设计附加堆载”．此时，结

构出现较多裂缝，影响结构承载力；但结构未出现压碎区，主体结构和填土的受压承载力有较大富余量．

２）采用 Ｍ积分法和最大周向应力准则预测的裂缝结果表明：在工况组合 ４（自重＋填土压力＋水

压力＋０．７５ 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作用下，淮安板闸主体结构曲率变化处的斜向裂缝将会持续以下端开

裂早于上端开裂的趋势，保持扭转撕裂的形式发展．

３）板闸主体弹性模量的改变对土体应力影响较小，对于板闸主体的第一主应力值与第三主应力值

均呈现出了近似线性的增长．填土的容重改变对黏土应力值影响很小，对填土应力变化近似为线性增

长；而板闸第一与第三主应力及粉土的变化都随着填土容重变大，表现出近似线性增长趋势．填土的弹

性模量改变对填土应力值影响很小，对板闸第一与第三主应力及粉土与黏土应力的变化都随着填土弹

性模量，表现出前期非线性减小后期逐渐趋于平缓变化的模式．

４）对于摩擦-堆载关系，板闸、粉土和黏土的第三主应力最大值与板闸第一主应力表现性质类似．

即随着摩擦系数增大应力减小，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摩擦系数对应力影响显著．对于填

土第三主应力而言，堆载和摩擦系数的单一影响与上述结论相同；但摩擦系数以 ０．３ 为界，前期增量对

荷载-应力关系影响较大，后期趋于平缓．

５）对于粘聚力-堆载关系，板闸、粉土和黏土的第三主应力最大值与板闸第一主应力表现性质类

似．随着粘聚力减小，第三主应力增大，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的粘聚力对第三主应力影响

显著，进入小粘聚后应力变化显著．粘聚力以 １２ ｋＰａ 为界，前期粘聚力的细微改变对荷载-应力关系有

显著影响，后期逐渐趋于平缓．整体而言，填土粘聚力对填土自身第三主应力影响幅度较小．

６）板闸遗址背后的相对较优的填土 ＤＰ 模型参数范围为：粘聚力为 １２～２０ ｋＰａ，内摩擦角为 １０°～

２０°，膨胀角／内摩擦角的比值为 ０～０．３，此时荷载增大对板闸遗址的应力提高效应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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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采用了整体式有限元建模的方式对板闸遗址进行结构性能的分析，可为板闸遗址的结构安全

评估和后续板闸遗址，以及周边土体的加固修缮提供依据．在后续的研究中，可进一步考虑条石间的接

触进行分离式有限元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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