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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与结构物的界面力学性质一直都是岩土工程探究的热点，为了探究非水反应高聚物与混凝土的界面剪

切特性，基于单调直接剪切试验研究了竖向应力、剪切速率对高聚物–混凝土界面抗剪强度和剪切模量等特性的
影响。结果表明：在给定的竖向应力与剪切速率下，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加，高聚物–混凝土界面呈现出剪切软化的
现象。剪切速率对界面抗剪强度、黏聚力、摩擦角影响较小，对界面剪切模量值有显著影响，并且剪切模量值随着
剪切速率的增加不断减小，减小幅值明显；竖向应力对高聚物–混凝土界面抗剪强度以及剪切模量值有显著影响，
高聚物–混凝土界面抗剪强度、剪切模量值随着竖向应力的增加而不断增加。最后，建立了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
双曲线本构模型，并依据相关试验结果初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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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soil and structure have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facial shear characteristics of non-water reaction polymer and concrete, the effects of vertical stress and shear rate on shear
strength and shear modulus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were studied based on monotonic direct shear tes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given vertical stress and shear rate, with the increase of shear displacement, the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presented shear softening phenomenon. The shear rate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interfacial shear strength, cohesion and friction angle, bu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terfacial shear modulus, and the shear modulus value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hear rate, and the decrease amplitude was obvious; the vertical stres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hear strength and shear modulus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and the shear strength and shear modulus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chang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hear rate. The vertical stres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At the same time, the hyperbolic constitutive model formula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was systematically deduced,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was preliminarily ver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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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与构造物界面结构在岩土工程中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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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分析不同加、卸荷状态下接触面的力学特性，

诸如：锚杆锚固段与土体间的黏聚力影响着锚杆加

以及卸荷程度、粗糙度等对接触面软化特性和剪胀

固的效果、混凝土衬砌与基土间的作用力影响着其

（缩）性的影响；周怡 [20]为了研究含水率对板岩质砂

稳定性；类似的还有土石坝中混凝土面板与垫层料

土–混凝土界面的力学特征参数，采用大型直剪试验

之间的相互作用、钢筋与混凝土界面的力学相互作

系统对不同含水率条件下的板岩质砂土–混凝土界

用、抗滑桩与土基界面的相互作用等。由于土体与不

面剪切特性进行试验；赵文等 [21]基于数字图像相关

同构造物之间的力学特性差异，界面力学特征表现

技术，通过自主研制的可视化直剪容器，对砾砂与混

出非线性、大变形等现象且极易发生破坏，所以界面

凝土管接触面在常法向应力作用下的剪切力学特性

[1]

力学特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

进行较系统的试验研究。

以非水反应类双组份聚氨酯材料为基础的高聚

土体与构造物之间的剪切应力–剪切位移变化

物注浆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地基快速

曲线能够反映界面的受力变形规律，工程的设计是

修复技术，其技术要点是将异氰脂酸与多元醇按照

否具有可靠性，与验算所选取的本构有着密不可分

一定的配比，利用专用注浆设备在一定的压力和温

的关系。关于土体–构造物之间接触面的本构模型已

度下混合，可快速发生化学反应，体积迅速膨胀并固
化，以达到填补地基脱空，抬升基础的目的 [2–3]。非水
反应高聚物材料作为一种质量轻、强度高、膨胀性
[4]

好 、耐久性好、反应快、防渗性能好、安全可靠的材
料，近些年来在堤坝、尾矿库防渗 [5–6]、路面修复 [7–8]、
基坑周围房屋沉降 [9]、高铁无砟轨道 [10]、地下管道沉
降 [11]、渗漏 [12]、机场道面快干修复 [13]等治理方面取
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高聚物注浆材料由于性能优良，在隧道、公路、
桥梁、铁路、大坝等基础设施的加固和维修方面展出
广阔且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内诸多学者对高聚物注
浆材料的宏观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石明生等 [14]根
据高聚物注浆材料的特点，研制了高聚物注浆材料
成型模具，制作了不同密度的高聚物试件，采用三点
受力加荷方式，对不同密度的试件进行了弯曲性能
试验研究；高翔等 [15]运用单轴压缩试验，通过提取扫
描电镜图中微泡孔的尺寸，并基于几何参数拟合材
料抗压强度，从微观角度研究了高聚物材料的受力
作用机理；李嘉等 [16]首次将压电陶瓷弯曲元测试技

经有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Esterhuizen等[22]利用黏土–
土工材料界面的剪切试验，得出筋土界面的剪切应
力到达峰值后会出现明显的降低，即发生剪切软化
现象，并提出了采用双曲线模型拟合峰值后的非线
性行为。Seo等 [23]运用扰动函数概念，利用试验结果
得到的参数，对光滑土工膜（S–GM）与土工织物（GT）
的界面，即S–GM/GT界面进行了反演预测，并提出
将总应力场划分为峰值前和峰值后2个区域，以考
虑应变软化对界面剪切行为的影响。Anubhav等 [24]通
过直剪试验机对2种不同的编织土工织物在土–土工
织物界面上的剪切应力–剪切位移行为进行了研究，
通过试验结果分析，提出了一个非线性本构模型，模
型较好地预测了峰值前与峰值后的界面应力–应变
关系。
以上研究多数是针对土体–土工材料的界面力
学特性，以及采用非线性本构模型拟合界面的应力–
应变关系曲线，但是关于成型高聚物与混凝土界面
力学特性及本构关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作者基于
室内直剪试验，研究了非水反应高聚物与混凝土试
块的界面剪切特性；基于试验结果，分析了剪切速率、

术引入到高聚物注浆材料小应变动剪切模量测试中，

竖向应力对界面剪切应力–剪切位移曲线、抗剪强度、

研究了高聚物材料动剪切模量与密度及动、静弹性

剪切模量的影响；借鉴Duncan–Chang双曲线模型，

模量的关系；石明生等 [17]通过量测不同密度高聚物

并进行稍微修改后，很好地模拟了界面应力–应变关

试样的吸水率，以及测试干燥试样、饱水试样在一定

系 [25]。研究成果可为高聚物注浆材料在工程中的实

温度范围内的体积变化，研究高聚物注浆材料的吸

际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水特性及温度变化对材料体积的影响。
对于土工材料、筋土、砂土等与混凝土界面的剪
切力学性能已经有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Wang等 [18]

1 试

验

1.1 试验材料

运用一系列应变控制单调直接剪切试验、循环直接

所用高聚物成型试块儿的尺寸为50 mm×100 mm

剪切试验和后循环直接剪切试验研究了小麦–混凝

（高度×内径），发泡类，密度为0.2 g/cm3。混凝土拌合

土在单调荷载和循环荷载作用下的界面行为；赵春

料采用混凝土入模养护14 d，按中国混凝土规范规定，

凤等 [19]通过对不同粗糙度的砂土–混凝土接触面在

该材料为不透水混凝土材料，混凝土砌块密度

不同固结法向应力下进行的多组加、卸荷大型直剪

2 200 kg/m3，掺细砂、水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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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内容及参数的定义
试验采用改进的直剪仪，直剪仪由加载系统、测
量系统、剪切盒和支撑台组成。剪切盒由上箱和下箱
的2个部分共同组成。下剪切盒由电动机驱动水平移
动，上剪切盒固定在同一方向，样品接触尺寸为直径
100 mm。垂直应力由杠杆施加，杠杆的重量取决于水
平剪应力。该装置既可提供水平循环剪切，也可通过
位移控制电机提供静态剪切。利用电动机将剪切速
率控制在0.01～5.00 mm/min。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
由线性可变双变压器获得，相应的最大幅值分别为
25和50 mm，精度为0.01 mm；所有的载荷和位移测量
都由测量系统自动获取。图1为高聚物–混凝土单调
直剪试验的装置及高聚物–混凝土试块，试验详细方
案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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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试验中的重要参数进行统一定义：取剪切应
力与剪切位移关系曲线的剪切应力峰值为对应的界
面抗剪强度 τ ，峰值后剪切应力极小值为界面对应的
残余强度 τ ；抗剪强度与对应剪切位移的比值为剪切
模量G；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的竖向应力为σh 。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剪切速率对剪应力–剪切位移曲线的影响
图2为竖向应力为50、100、150、200 kPa时，不同
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剪切位移与剪切
应力的关系曲线。
由图2可知：不同剪切速率下，不同曲线均呈现
出相似规律，即剪切应力均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大而
增大，到达峰值后剪应力值均轻微减小后达到稳定
状态，即表现出剪切软化特性；不同竖向应力下，分
别控制不同的剪切速率，剪切应力随剪切位移的变
化趋势是相似的，但是剪切应力的峰值不同，峰值剪
切应力与残余剪切应力均随着竖向应力的增加呈上
升趋势；同一竖向应力下，峰值剪切应力与残余剪切

(a) 装置

(b) 试块

图1
Fig. 1
表1
Tab. 1

直剪仪装置

应力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呈减小趋势，但是下降幅
值不大。可以得出，剪切速率对高聚物–混凝土界面
抗剪强度有一定的影响。

Direct shear apparatus

2.2 竖向应力对剪应力–剪切位移曲线的影响

单调直剪试验方案

Monotonic direct shear test schemes

图3为剪切速率为1、2、3、4、5 mm/min时，高聚物–
混凝土界面在不同竖向应力下的剪应力–剪切位移

试验编号

竖向应力 σh/MPa

剪切速率v/(mm·min–1)

B01

50

1

B02

50

2

切位移曲线在不同竖向应力下呈现出相似变化趋势，

B03

50

3

B04

50

4

即剪应力均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加而增加，到达峰值

B05

50

5

B06

100

1

B07

100

2

B08

100

3

着竖向应力的增加峰值剪切应力所对应的剪切位移

B09

100

4

呈延后趋势，高聚物–混凝土界面峰值剪切应力随着

B10

100

5

竖向应力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增加幅值比较明显。可

B11

150

1

以得出，竖向应力对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剪切强度

B12

150

2

有明显的影响。

B13

150

3

2.3 剪切速率对抗剪强度的影响

B14

150

4

根据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抗剪

B15

150

5

强度的试验结果，得到出高聚物–混凝土在竖向应力

B16

200

1

为50、100、150、200 kPa时，界面抗剪强度τ随着剪切

B17

200

2

B18

200

3

B19

200

4

B20

200

5

速率v的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
由 图 4可 知 ： 不 同 的 竖 向 应 力 下 ， 剪 切 速 率 为
5 mm/min时的抗剪强度值较剪切速率为1 mm/min
时的抗剪强度有所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14.69%、

变化曲线。
从图3可以看出：高聚物–混凝土界面剪应力–剪

剪切应力后又呈现轻微下降趋势直至平衡，表现出
剪切软化的特性；在不同的竖向应力下，峰值剪切应
力所对应的剪切位移有所不同；同一剪切速率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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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竖向应力、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剪切应力–剪切位移曲线

Shear stress and shear displacement curves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under different vertical stress and different shear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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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剪切速率、不同竖向应力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剪应力–剪切位移曲线

Shear stress and shear displacement curves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under different vertical stress under different shear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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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由图5可知，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抗剪强度随

σh=200 kPa

着竖向应力的增大呈近似线性增加，在不同的剪切
速率1、2、3、4、5 mm/min下，拟合直线相关系数分别

80
σh=150 kPa
τ/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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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999 9、0.999 9、0.999 8、0.999 5、0.999 9。由此看出
拟合度比较好，表明界面抗剪强度与竖向应力有着

60

很好的相关性。遵循摩尔–库伦准则：

σh=100 kPa

τ = σh tan φp + cp
40

（1）

式中： τ 为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抗剪强度，单位

σh=50 kPa

为kPa； σh 为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的竖向应力，
1

2

3

4

5

v/(mm·min−1)

单位为kPa； φp 为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有效摩擦
角； cp 为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似黏聚力，单位为

图4

不同竖向应力、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
面抗剪强度变化曲线
Fig. 4 Shear strength curves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under different shear rates and different vertical stresses

2.65%、6.01%、5.46%；同一竖向应力下，抗剪强度值
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近似线性递减；不同竖向应
力下，剪切速率为1 mm/min时，抗剪强度随着竖向应
力的增加而增加，增加的幅度分别为60.57%、46.37%、
27.09%，增加幅值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整体抗剪强度
值呈现上升趋势。由以上数据分析可得：不同的竖向
应力下，抗剪强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近似呈线
性下降趋势；同一竖向应力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
抗剪强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减小；同一的剪切
速率下，抗剪强度又随着竖向应力的增加而呈上升
趋势。可以得出结论，剪切速率与竖向应力对高聚物–
混凝土界面抗剪强度均有一定的影响。

kPa。为了分析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的抗剪强度
参数受剪切速率的影响状况，由不同剪切速率下的
拟合曲线斜率可得，拟合曲线斜率随着剪切速率的
增加而呈现细微下降趋势，也即速率为1 mm/min时
的直线斜率最大，速率为5 mm/min时的斜率最小。
剪切分别为1、2、3、4、5 mm/min时的界面似黏聚
力大小为7.54、7.62、7.63、7.39、7.38 kPa，对应剪切速
率下的摩擦角分别为23.94°、23.59°、23.35°、23.15°、
22.84°。可以看出，摩擦角大小随着速率的增加轻
微减小，说明了剪切速率对摩擦角和似黏聚力影响
较小。
2.5 剪切速率对剪切模量值的影响
图6为竖向应力分别为50、100、150、200 kPa时，
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剪切模量随剪切速率的变化
曲线。
30

2.4 竖向应力对抗剪强度的影响
图5为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抗

25

σh=200 kPa

20

σh=150 kPa

G/kPa

剪强度与竖向应力的拟合直线。
100

σh=100 kPa

15
75

σh=50 kPa
τ/kPa

10
50
5
1
v=1 mm/min
v=2 mm/min
v=3 mm/min
v=4 mm/min
v=5 mm/min

25

0
50

100

150

200

σh/kPa

图5

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抗剪强度随
竖向应力的变化
Fig. 5 Variation of shear strength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with vertical stress under different shear
rates

2

3

4

5

v/(mm·min−1)

图6

不同竖向应力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剪切模量随
剪切速率的变化曲线
Fig. 6 Shear modulus versus shear rate curves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under different vertical stresses

由图6可知：不同竖向压力下，剪切模量值随着
剪切速率呈相似变化趋势，即近似线性下降；剪切速
率为1 mm/min时，竖向应力为100、150、200 kPa剪切
模量值增加幅度为43.51%、26.98%、27.42%；剪切速
率 为 5 mm/min时 ， 剪 切 模 量 值 的 增 加 幅 度 分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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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同一竖向应力下，剪切模量值又随着剪切

由图8可知：同一竖向应力下，残余抗剪强度随
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值较小；
竖向应力为200 kPa，剪切速率为2 mm/min时，残余抗
剪强度出现轻微上升，但是随后随着剪切速率的增
加，残余抗剪强度又随后呈现下降趋势；同一剪切速
率下，残余抗剪强度随着竖向应力的增加而呈现上
升趋势，增加幅值较明显。可以得出，剪切速率与竖
向应力对高聚物–混凝土界面残余抗剪强度有一定
的影响。

速率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可以得出，竖向应力以及

2.8 竖向应力对残余强度的影响

38.754%、30.733%、21.030%；剪切模量值随着竖向应
力的增加而呈整体上升趋势。由以上数据分析可以
得出，各竖向应力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剪切模量
值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减小幅值明显。
2.6 竖向应力对剪切模量值的影响
图7为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剪
切模量与竖向应力的关系曲线。由图7可知：不同剪
切速率下，剪切模量值随着竖向应力的增加而呈现

图9为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残

剪切速率对高聚物–混凝土的剪切模量都有一定的

余抗剪与竖向应力的强度拟合直线。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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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剪切模量与
竖向应力关系曲线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ar modulus and vertical
stress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under different
shear rates

图9

2.7 剪切速率对残余强度的影响
图8为高聚物–混凝土界面在不同竖向应力下，
界面残余抗剪强度τr随着剪切速率的变化曲线。

度随着竖向应力的增大呈近似线性增加，在不同的

80

σh=200 kPa

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面抗剪强度与竖
向应力的关系
Fig. 9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ar strength and vertical
stress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under different
shear rates

由图9可知：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的残余抗剪强
剪切速率1、2、3、4、5 mm/min下，拟合直线相关系数
分别为0.954 8、0.976 9、0.999 6、0.996 8、0.996 5，拟合
度比较好，表明界面残余抗剪强度与竖向应力有着
很好的相关性。满足摩尔–库伦准则：
τr = σh tan φr + cr

σh=150 kPa

τr/kPa

60

σh=100 kPa
40

（2）

式中： τr 为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残余抗剪强度，
单位为kPa； σh 为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的竖向应
力，单位为kPa； φr 为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残余摩
擦角； cr 为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残余似黏聚力，

σh=50 kPa
20
1

2

3

4

5

v/(mm·min−1)

图8

不同竖向应力、不同剪切速率下高聚物–混凝土界
面残余抗剪强度变化曲线
Fig. 8 Variation curves of residual shear strength of polymer concrete interface under different shear rates
under different vertical stresses

单位为kPa。为了分析高聚物试块与混凝土界面的残
余抗剪强度参数受剪切速率的影响情况，由不同剪
切速率下的拟合曲线斜率可得，拟合曲线斜率随着
剪切速率的增加几乎不发生变化，剪切速率为5 mm/min
时，斜率轻微下降。
剪切速率分别1、2、3、4、5 mm/min时的残余似黏
聚力大小为0.61、0.32、0.19、0.19、0.18 kPa，在对应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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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速率下的残余摩擦角分别为0.77°、0.89°、0.92°、
0.88°、0.87°。可以看出，残余摩擦角大小近似为0，残
余似黏聚力近似为0，说明了残余摩擦角和残余似黏
聚力受剪切速率的影响较小。

3 非水反应高聚物–混凝土界面非线性本
构模型
土工合成材料界面的力学特性受材料类型、制
作方式、环境、温度等条件的约束，在直剪试验中不
同材料的接触面之间会呈现不同的应力–应变曲线，
即使呈现出应变软化的界面，其剪切应力–剪切位移
曲线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此，针对
不同的界面选择能够较好适应自身试验结果的非线
性模型是保证计算精确度的关键所在。充分考虑界
面的应变软化特性，并针对本文试验应力–应变曲线，
以界面剪切应力峰值对应的剪切位移为分界点，采
用Duncan–Chang双曲线模型分别模拟峰值应力前
与峰值应力后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10所示。在峰
值应力前的界面剪切应力–剪切位移曲线采用
Duncan–Chang双曲线模型模拟；在峰值剪切应力后，
也即是应变软化阶段，以剪切应力峰值点为原点建
立坐标系，取双曲线的一部分进行倒置，以此模拟应
变软化阶段的应力–应变曲线。

式中： K 为无量纲模型参数； n为无量纲指数； pa 为标
1
准大气压； Ei 为初始剪切模量，Ei = 。
a
建立模型还需引入破坏比，定义峰值剪切应力
与最终剪切应力的比值为破坏比Rf ，即破坏比公式为：
τp
Rf =
（5）
τult
式中， Rf 取值一般为0.5～1.0之间，双曲线渐近线的
1
值为τult = 。
b
由摩尔–库伦准则可得：
τp = cp + σh tan φp

τult

（6）

对峰值前剪切应力–剪切位移曲线求导可得：
∂τ
Ei =
（7）
∂γ
联立式（3）～（7），用于描述本模型的峰值前剪
切应力–剪切位移曲线的瞬时剪切模量表达式如下：
(
)2
( )n
τ
σh
Est = 1 − Rf
K pa
（8）
cp + σh tan φp
pa
3.2 应变软化阶段模型
为模拟应变软化阶段的剪切应力–剪切位移的
关系，定义局部坐标系 γ′ − τ′ （图10）局部坐标与总体
坐标的关系如下：

γ
τ = ——
a+bγ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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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 = τp − τ,
γ ′ = γp − γ

（9）

在局部坐标系 γ′ − τ′中，剪切应力–剪切位移的关
系式如下：

τp

τ′ =

τ′ult

τr

γ′
τ′ = ——
a′+b′γ′

τ′

γ′
a + b′ γ ′
′

（10）

式中： τ′ 、γ′ 为局部坐标系下的剪切应力与剪切位移；
a′ 、b′ 为系数，由试验数据拟合得到。根据式（9）和

（10）可得：
τ = τp −
γ

0

图 10
Fig. 10

本构模型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stitutive model

3.1 剪切应力–剪切位移曲线峰值前阶段
在峰值应力前，界面剪切应力–剪切应变关系采
用双曲线进行模拟，公式如下：
γ
τ=
a + bγ

（3）

式中： τ 为剪切应力；γ 为剪切位移；a、b为系数，通过
拟合试验数据确定。
为了描述竖向应力与剪切模量的关系，运用公式：
( )n
σh
E i = K pa
（4）
pa

γ − γp
(
)
a′ + b′ γ − γp

（11）

1
应变软化阶段的初始剪切刚度为 Ei = − ′ ，应变
a
1
软化阶段双曲线的渐近线极值为τ′ult = ′ 。
b
对残余剪切应力与正应力之间的关系运用摩尔–

库伦准则可得：
τr = cr + σh tan φr

（12）

式中， cr 、φr 分别为残余剪切应力对应的似黏聚力与
摩擦角。
应变软化阶段初始剪切模量与竖向应力的关系
式为：

(

σh
E = K pa
pa
′
i

′

)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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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式（9）~（13）可得应变软化阶段的剪切刚度：
(
)
2

( ) n′


cp + tan φp σh − τ
σh
′


)  K pa
Est = 1 − (
) (
pa
cp − cr + tan φp − tan φr σh
（14）
表2
Tab. 2
v/(mm·min–1)

3.3 界面模型参数
为了验证本文所选模型的可靠性，拟合非水反
应高聚物–混凝土界面直剪试验参数，整个界面的模
型参数如表2所示。

界面模型参数

Interface model parameters
峰值前阶段

Rf均值

σh/kPa

129

峰值后阶段

cp/kPa

φp /(°)

k

n

cr/kPa

φr /(°)

k′

n′

1

50、100、150、200

0.786 500

7.5

23.35

106.23

0.49

0.20

0.85

652.35

0.59

2

50、100、150、200

0.836 720

7.5

23.35

80.28

1.14

0.20

0.85

674.63

0.78

3

50、100、150、200

0.838 640

7.5

23.35

87.85

0.40

0.20

0.85

640.58

0.71

4

50、100、150、200

0.847 870

7.5

23.35

71.83

0.31

0.20

0.85

588.43

0.68

5

50、100、150、200

0.797 645

7.5

23.35

58.94

0.80

0.20

0.85

548.37

0.61

验值与模拟值非常接近，不同速率、不同正向应力

3.4 界面模型的验证
图11为高聚物–混凝土试块界面试验值与模拟

下均表现出了相似的拟合程度，表明该双曲线

值 的 对 比 。 由 图 11可 知 ： 同 一 速 率 下 ， 随 着 界 面 竖

本构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剪切软化型应力–应变

向应力的增加，界面剪切强度与剪切位移曲线的试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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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Fi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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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试验值与本构模型模拟对比

Comparison of interface test values and constitutive mode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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