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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工程实例为背景，利用数值分析软件 ＦＬＡＣ ３Ｄ ，在墙面内夹角为 ９０°的单级直立式加筋土挡

墙基础上，通过改变筋材间距、加筋长度、辅筋方式，建立加筋土挡墙三维数值分析模型。 将 ３ 种影响
因素下的不规则加筋土挡墙顶层土工格栅外缘、拐角平分线拉应力特征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拐角部
位土工格栅的最大拉应力分布呈现“ Ｘ” 形，与直线部位土工格栅拉应力平行墙面的分布规律有明显
区别，且变形量较直线部位更大；土工格栅拉应力随着距拐角距离（０ ～ １５ ｍ） 的增大出现先增后减趋
势，且在 ６ ｍ 处最大，１５ ｍ 后变化较小，即实际工程中可在距拐角 ６ ｍ 左右提高挡土墙设计的稳定
性；筋材间距、辅筋方式对土工格栅的变形都有明显的影响，加筋长度影响较小；当筋材间距等于

０．３ ｍ时，随着距墙面距离的增大，拐角部位与直线部位的土工格栅拉应力的差异减小，即拐角部位的
变形程度减弱，挡墙的稳定性提高；小于筋材间距 ０．３ ｍ 时加筋效果不明显，故筋材间距 ０．３ ｍ 为最
佳。 筋材长度 ８ ～ １０ ｍ 时对减小拐角处土工格栅变形效果较好；整体增设辅筋时，墙高中下部拐角部
位不再是土工格栅拉力最大处，拐角两侧沿墙面延伸大于拐角部位；相较于整体增设辅筋，一半辅筋
对挡墙拐角处土工格栅变形的控制效果较弱，但可以起到很好的控制作用，也能节约材料，具体运用
中根据实际情况拟定方案；实际中可选择改变筋材间距大小或增设辅筋的方式来控制土工格栅的变
形，同时辅筋与主筋的间距大小对加筋效果的影响很小。
关键词：加筋土挡墙；拐角区；顶层格栅；拉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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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ａｄｄｉｎｇ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ａｌｌ；ｃｏｒｎｅｒ ａｒｅａ；ｔｏｐ ｇｅｏｇｒｉｄ；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０

引

言

近年来，加筋土挡墙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究
其原因，主要是其结构刚度小、柔性大，设计方便，外
形美观，节省造价且较实用 ［１－２］ 。 李鸿强 ［３－５］ 等通过
现场试验及模型试验研究了加筋土挡墙的性状。 当
前规范中大多是关于顺直加筋土挡墙设计方法的研
究，对于挡土墙拐角部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相应规
范也不健全 ［６－７］ 。 但在实际应用中挡土墙拐角部位
变形较直线部位更为严重：刘晓明 ［８］ 在对于挡土墙
形态与结构的研究中发现加筋土挡墙拐角部位的鼓

内，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上的地貌形态。 边坡采用
多级台阶式加筋土挡墙，单级墙高均为 １０ ｍ，平台

宽 ４ ｍ，平台上设置浆砌片石排水沟，喷射砼护面。
挡墙拐角部位墙面内夹角设置为 ９０° ～ １５０°，面板仰
角为 ９０°，面板通过反包式墙面与钢筋混凝土整体
浇筑平衡墙后土体压力。 筋材采用 ＧＳＺ 型双线黏
结焊接、双向钢塑土工格栅，填料采用砂性土，压实
系数 λ ｃ ＝ ０．９４。 为使地基更加稳固，对原土地基进
行平整，利用锤击将钢管打入土中，使之侧向挤密成
孔，将管拔出去后，在桩孔中分层回填 ２ ∶ ８ 灰土夯
实而成；为避免不均匀沉降的发生，在施工的过程

胀病害的重要原因是拐角部位比直线部位更易变
形。 ＫＩ 等 ［９］ 通过模型实验分析研究了挡土墙拐角
部位的水平变形情况。 ＺＨＡＮＧ ［１０－１２］ 在极限平衡理
论基础上，通过改变参变量及材料特性研究三维斜

２

坡稳定性受拐角区域的影响程度，并基于变分原理
分析了凸形拐角的三维稳定性中的作用，次年在此

影响较小 ［１３－１５］ ，故本次研究采用简化的模型，不考

基础上开发了计算其所需强度和加固长度的分析程
序。 工程上常常由于缺乏对挡墙拐角部位形态和结
构特殊性的分析，出现施工方案错误，导致挡墙稳定
性不足，变形过大，甚至破坏的结果。
为了完善加筋土挡墙拐角部位的结构设计、确
保其安全性，基于山西其亚铝业有限公司 ２ ４００ ０００

ｔ ／ ａ 氢氧化铝及 ６００ ０００ ｔ ／ ａ 高精铝板带箔项目，利
用软件 ＦＬＡＣ ３Ｄ 对不规则加筋土挡墙在 ３ 种影响因
素下的土工格栅拉应力变形特征进行数值分析研
究，旨在减小土工格栅的破坏程度从而提高挡墙的
稳定性。

１

工程概况
项目位于暂时性线状水流侵蚀作用形成的沟谷

中，采用大范围碎石、砂掺水泥刚性基础。

数值模拟
相关研究表明面板对加筋土挡墙整体稳定性的

虑面板单元的影响，不考虑填土的差异分析加筋土
挡墙拐角部位土工格栅最大拉应力分布规律。 几何

模型为单级直立式加筋土挡墙，墙面内夹角为 ９０°，
长宽度 ３０ ｍ，高度 １０ ｍ，地基有 １ ｍ 的埋置深度。
挡墙底部设置竖向约束，拐角部位设置水平约束，墙
面为了模拟临空状态不设置约束。

ＦＬＡＣ ３Ｄ 软件中 Ｇｅｏｇｒｉｄ 单元表现为一种线弹性

材料， 具有抗拉而不能抗压的特性。 使用 Ｇｅｏｇｒｉｄ

单元模 拟 土 工 格 栅， 其 长 度 为 ７ ｍ （ ０． ７Ｈ， Ｈ 为 墙
高） ，竖向间距为 ０．５ ｍ，共铺设 １９ 层（ 图 １） 。

挡墙填土和地基均采用摩尔库伦本构模型，挡

墙填土为砂性土，不考虑地基变形对挡墙的影响。
根据工程材料技术参数及相关要求，表 １、表 ２ 分别
为挡墙填土与地基参数及土工格栅参数。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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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墙填土与地基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ａｌｌ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容重 γ ／

弹性模量 Ｅ ／

体积模量 Ｋ ／

剪切模量 Ｇ

１９

５０

４２

１９

ＭＰａ

（ ｋＮ·ｍ ）
－３

填土

２５

地基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 ＭＰａ

５６０

４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参数

弹性模量 ／ ＭＰａ

泊松比

取值

２４ ０００

０．３３

表２

黏聚力 Ｃ ／

内摩擦角 φ ／

泊松比

５

（ °）
３５
４０

０．３
０．２

ｋＰａ
５００

筋材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土工格榻

耦合弹簧

耦合弹簧摩

单位面积耦合

厚度 ／ ｍｍ

黏聚力 ／ ｋＰａ

擦角 ／ （ °）

弹簧的刚度 ／ ＭＰａ

２

２．５

３
３．１

３０

５０

结果与分析
土工格栅拉应力分析
为分析土工格栅的受力情况，研究使用 ＦＬＡＣ ３Ｄ

软件中的 Ｇｅｏｇｒｉｄ 单元分析土工格栅最大主应力，
因模拟的土工格栅只有受拉的特性，故土工格栅最
大主应力为最大拉应力。

图 ２ 为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 包括整体和顶

层） 。 由整体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图 ２ａ 可知：①土
Ｆｉｇ．１

图１

工格栅最大拉应力在 Ａ 处最大，即墙高中下部的拐
土工格栅布设

角部位数据较大；②由顶层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图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ｌａｙ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Ｆｉｇ．２

图２

２ｂ 可知：距 离 墙 面 较 远 处 的 拐 角 部 位 拉 应 力 最大

整体和顶层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ｏｐ ｇｅｏｇｒｉｄ

（ 即 Ｂ 处） ，格栅拉应力沿着墙面的拐角部位的连线
呈对称分布，并呈现“ Ｘ” 形状。

由顶 层 土 工 格 栅 外 缘 的 最 大 拉 应 力 分 布 规

律（ 图 ３） 可知：在 Ｃ 处（ 过渡区域） 拉应力值最大，
整体近似正态分布。

图 ４ 为拐角和直线部位顶层土工格栅在剖面处

的拉应力分布曲线，距墙面 ０ ～ ２ ｍ 时拐角部位和直
线部位土工格栅拉应力变化规律一致，２ ｍ 后拐角
部位呈现与直线部位明显的区别。

３．２

筋材间距的影响
通常认为筋材间距是加筋效果的一大重要指

１２８

图３

Ｆｉｇ．３

土工格栅外缘拉应力分布曲线（ 顶层）
Ｏｕｔｅｒ ｅｄｇｅ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 ｔｏｐ ｇｅｏｇｒ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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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俊姣等：加筋土挡墙拐角处顶层格栅拉应力影响因素分析

土工格栅铺设长度 ７ ｍ，土工格栅抗拉强度、填土和
地基强度参数同上。

图 ５ 为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图和顶层土工格栅

拉应力分布图（ 以筋材间距 ０．３ ｍ 为例） 。 拐角部位

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规律与直线部位有明显区别。
将各筋材间距大小的顶层土工格栅边线上的拉应力
数据绘制如图 ６ 所示：边线上的土工格栅拉应力受
加筋间距的影响较大，筋材间距与土工格栅拉应力
图４

拐角和直线部位顶层格栅拉应力分布曲线（ 剖面）
Ｆｉｇ．４

Ｔｏｐ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筋材间距越小，土工格栅拉应力
越小，同等拉力下相应的破坏范围越小，这与栾茂田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

和外国学者 ＬＥＳＨＣＨＩＮＳＫＹ 通过 ＦＬＡＣ 程序研究改

筋土”，不仅造价昂贵、施工复杂而且加筋效果也不明

结果一致，即加筋土挡墙发生破坏的可能性与筋材

标，间距越小则加筋效果越好，但间距过小易造成“超
显，因此合理控制筋材间距，不仅能使筋材充分发挥其
作用起到控制变形的效果而且还能降低相应成本。 研
究认为加筋土挡墙筋材间距一般不大于 ８００ ｍｍ［１７］ 。

为研究筋材间距对加筋土挡墙顶层土工格栅拉

应力的影响，在 ＦＬＡＣ ３Ｄ 中建立筋材间距分别为 ０．１、

０．３、０．５、０．７ ｍ 的加筋土挡墙拐角部位三维模型。

Ｆｉｇ．５

图６

图５

变筋材间距是如何影响加筋土挡墙的稳定性的研究
间距成正比 ［１８－１９］ ；间距小于 ０．３ ｍ 时实际的加筋效
果并不比间距 ０．３ ｍ 时明显，不但经济上不合理，还
增大施工难度，即筋材间距最小为 ０．３ ｍ 时最佳；随
着距拐角距离（０ ～ １５ ｍ） 的增大土工格栅拉应力出
现先增后减趋势，６ ｍ 处达到最大；１５ ｍ 后变化较
小，这与直线型加筋土挡墙规律相同 ［２０－２３］ 。

加筋间距 ０．３ ｍ 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 ０．３ ｍ

土工格栅外缘拉应力分布曲线（ 加筋间距影响）

Ｆｉｇ．６

Ｏｕｔｅｒ ｅｄｇｅ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ｉｎｇ）

图 ７ 为拐角和直线部位在剖面处顶层格栅拉应

力受筋材间距影响的分布曲线。 筋材间距越大，土
工格栅拉应力越大，拐角平分线上相应的破坏范围

图７

拐角和直线部位顶层格栅拉应力分布曲线（ 剖面）
Ｆｉｇ．７

Ｔｏｐ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

越大。 当筋材间距等于 ０．３ ｍ 时，随着距墙面距离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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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拐角部位与直线部位的土工格栅拉应力的差
异减小，即拐角部位的变形程度减弱，挡墙的稳定性
提高；小于 ０．３ ｍ 时加筋效果不明显，故为合理地控

第 ５０ 卷

维模型，加筋层间距为 ０．５ ｍ，其余参数不变，研究加筋长
度对加筋土挡墙顶层土工格栅拉应力的影响。

通过各筋材长度下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图 ８ａ 和

制挡墙变形可将筋材最小间距设置为 ０．３ ｍ。 格栅最

顶层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图 ８ｂ（以筋材长度 ９ ｍ 为例）

在拐角部位，格栅最大拉应力与距墙面的距离呈正比

部位有明显区别。 将各筋材长度的顶层土工格栅边线

大拉应力分布规律在拐角部位与直线部位明显不同，
例关系；在直线部位随着距墙面距离的增大出现先增
后减趋势，距墙面 ４ ～ ６ ｍ 的位置达到峰值。

３．３

可以看出，拐角部位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规律与直线
上的拉应力数据绘制成如图 ９ 所示：边线上土工格栅
拉应力分布规律及大小不受加筋长度的影响。

加筋长度的影响

图 １０ 为各加筋长度下拐角平分线顶层土工格

公路桥梁设计规范（２００７ 年） ：筋材最小长度≥

栅的拉应力分布。 距墙面 ７ ｍ 时土工格栅拉应力最

根据规范要求选取筋材长度分别为 ７、８、９、１０ 和 １１

拉应力先减小后增大，距墙面距离大于 ９ ｍ 时土工

０．７ 倍挡墙高度，且≥２．４ ｍ。

ｍ，使用 ＦＬＡＣ 软件建立相应的加筋土挡墙拐角部位三
３Ｄ

Ｆｉｇ．８

图８

大；距墙面 ７ ～ ９ ｍ，随着加筋长度的增加，土工格栅
格栅拉力只减不增。

加筋长度 ９ ｍ 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９ ｍ

综合边线上土工格栅拉应力的分布规律及拐角

平分线上的土工格栅分布规律，考虑到经济的合理
性及筋长的作用效果，筋材长度 ８ ～ １０ ｍ 最佳。

３．４

辅筋布设方式的影响

工程上在设计加筋土挡墙时，直接将两侧直线
挡墙延伸到拐角部位衔接起来，常常把拐角部位的
特殊结构忽略，导致设计不完善出现挡墙稳定性不
图９

Ｆｉｇ．９

土工格栅外缘拉应力分布（ 加筋长度）
Ｏｕｔｅｒ ｅｄｇｅ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足而发 生 病 害。 通 过 在 拐 角 部 位 增 设 辅 筋 （ 加 强
筋） 研究土工格栅拉应力变化特征来增强该部位稳
定性。

研究采用 ３ 种辅筋布设方式如图 １１ｃ 所示，布

设区域如图 １１ａ、１１ｂ 所示：① 辅筋 １０ ｃｍ：与土工格
栅间距 １０ ｃｍ 处再布设一层筋材；② 辅筋 ２０ ｃｍ：与
土工格栅间距 ２０ ｃｍ 处再布设一层筋材；③ 一半辅
筋：在挡墙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布设筋材，并且与土
工格栅间距为 ２０ ｃｍ，整个布设过程筋材参数保持
不变。

图 １２ 和图 １３ 分别为整体辅筋（ 以辅筋间距 ２０

图 １０

拐角和直线部位顶层格栅拉应力分布曲线（ 剖面）

Ｆｉｇ．１０

１３０

Ｔｏｐ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

ｃｍ 为例） 和一半辅筋（ 以墙高上半部分辅筋为例）

的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图和顶层土工格栅拉应力分
布图。 整体辅筋时，墙高中下部拐角部位不再是土
工格栅拉力最大处，拐角两侧沿墙面延伸大于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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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将辅筋方式分别为无辅筋、辅筋长度 １０ ｃｍ、

部分增设辅筋对拐角部位的变形控制效果优于在墙

的拉应力数据绘制成图 １４ 所示。 边线上的土工格

小对土工格栅的拉应力影响较小，工程上可根据实际

辅筋长度 ２０ ｃｍ、一半辅筋的顶层土工格栅边线上
栅拉应力受辅筋方式的影响较大，相较于整体增设
辅筋，一半辅筋对挡墙拐角处土工格栅变形的控制
效果较弱，但可以起到很好的控制作用，也能节约材
料，具体运用中根据实际情况拟定方案；在墙高上半

Ｆｉｇ．１１

Ｆｉｇ．１２

Ｆｉｇ．１３

图 １１

高下半部分增设辅筋；辅筋与土工格栅之间的间距大
需求进行合理选择（相关技术规范：间距不宜小于 ５

ｃｍ［２４］ ）。 随着距拐角距离（０ ～ １５ ｍ）的增大土工格栅
拉应力出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规律，且在 ６ ｍ 处最大，１５
ｍ 后变化较小，这与直线型加筋土挡墙规律相同。

辅筋布设方式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ｇｅｏｇｒｉｄｓ ｌａｙｉｎｇ

图 １２

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 辅筋 ２０ ｃｍ）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ｕｎｄｅｒ ２０ ｃｍ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图 １３

土工格栅拉应力分布（ 墙高上半部分辅筋）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ｆｏｒ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ｈａｌｆ ｏｆ ｗａｌｌ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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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及合理性，即通过本次数值模型研究拐角部
位土工格栅拉应力具有合理性。

图 １４

Ｆｉｇ．１４

土工格栅外缘拉应力分布（ 辅筋）
Ｏｕｔｅｒ ｅｄｇｅ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 １６

ｃｕｒｖｅ（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Ｆｉｇ．１６

图 １５ 为辅筋布设方式分别为无辅筋、辅筋 １０ ｃｍ、

辅筋 ２０ ｃｍ 和一半辅筋下顶层土工格栅在拐角平分
线上的最大拉应力分布。 可知：布设辅筋对拐角平
分线上的土工格栅拉应力有明显影响；土工格栅拉
应力基本不受辅筋间距大小的影响；随着距墙面距

离的增大土工格栅最大拉应力呈线性增长趋势；距
墙面 １ ～ ６ ｍ 时整体布设辅筋土工格栅拉应力比墙
高上半部分布设辅筋小，即相应的破坏范围较小，墙
高下半部分布设辅筋比无辅筋时土工格栅拉应力
都大，即考虑 一 半 辅 筋 时 可 在 墙 高 上 半 部 分 增 设
辅筋。

５

不同加筋间距下筋带拉力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ｉｎｇ

优化设计
分析研究了拐角部位顶层土工格栅拉应力变形

规律在各因素下的影响，为使设计的加筋土挡墙更
科学、更安全，将各个因素对拐角部位顶层土工格栅
拉应力影响的变形规律进行对比。

图 １７ 是 ３ 种影响因素下土工格栅外缘拉应力

分布曲线图。 可知，加筋间距对土工格栅拉应力影
响最大，辅筋方式次之，加筋长度基本没有影响，可
忽略不计；相较于整体增设辅筋，一半辅筋对挡墙拐
角处土工格栅变形的控制效果较弱，但可以起到很
好的控制作用，具体运用中为节约材料，根据实际情
况可以选择一半辅筋方式，即在墙高上半部分辅筋。

图 １５

拐角和直线部位顶层格栅拉应力分布（ 剖面）

Ｆｉｇ．１５

４

Ｔｏｐ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

验
吴迪等

证
［２５］

图 １７

通过物理模型试验研究各层筋带拉

力变化如图 １６ 所示，在相同间距下，各层筋带拉力

值按距离面板的距离，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在不同
加筋间距下，土体未发生破坏前，各层筋带的拉力，
随加筋间距增大而有所增大。 将本次筋材间距影响
下的直线部位数值模拟结果与已有的试验结果进行

了比较。 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 ２ 种方法得到的筋带
拉力变化规律高度吻合。 进而说明本次数值模型的
１３２

Ｆｉｇ．１７

３ 种影响因素下土工格栅外缘拉应力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ｉ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图 １８ 为 ３ 种影响因素下拐角平分线顶层格栅

拉应力分布曲线图。 筋材间距对土工格栅拐角平分
线上拉应力影响较大，辅筋方式次之，加筋长度最
小；为减小拐角平分线上土工格栅破坏程度，优先考
虑改变筋材间距大小；在墙高下半部分辅筋没有起
到加筋效果，故为减少资源浪费，可在墙高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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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对于减小顶层土工格栅的破坏程度，可通过

进行辅筋。 综合比较各因素对拐角平分线上格栅拉
力的影响程度及工程施工更加经济合理，可选择改

改变筋材间距大小、增设辅筋的方式或这两种方法

变筋材间距大小及在墙高上半部分辅筋来减小拐角

的结合来减小土工格栅的破坏程度；辅筋与主筋的

平分线上土工格栅破坏程度。

间距大小对土工格栅的影响较小，但一般要求其间
距不小于 ５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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