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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加筋市政污泥剪切强度试验研究
王宏胜，王 鹏，唐朝生*，刘昌黎，施 斌
南京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政污泥产量逐年攀升，其安全处置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污泥由于含水率高，颗粒细小，粘滞性强，且富含有机质，因而存在机械脱水效率低和抗剪强度低等问题，填埋时容
易造成填埋场堆体发生侧滑、失稳等事故。纤维加筋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质改良技术，为了研究该技术对污泥剪切

强度特性的影响，在不同固结压力下 （50，100，200 和 400 kPa） 对纤维加筋污泥进行了一系列剪切试验，分析了纤维掺量

（0，0.05%，0.1%，0.2%，0.4%和 0.8%） 对固结后污泥含水率、干密度及剪切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同固结压力
下，污泥排水固结后的含水率均随着纤维掺量的增加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而干密度则是先增加后减小，试验确定纤维

最优掺量为 0.1%；污泥排水固结后的剪切强度则随着纤维掺量的增加而增加，纤维加筋作用对污泥的剪切强度提升效果十

分明显，100 kPa 下加筋效果最显著；纤维加筋污泥的黏聚力和内摩擦角随纤维掺量的增加而增加，当纤维掺量超过 0.4%
后，黏聚力增幅有放缓趋势，而内摩擦角的增幅则有加大趋势；在剪切破坏过程后期，随纤维掺量增加，应变硬化趋势更
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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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Shear Strength of Fiber
Reinforced Municipal Sludge
WANG Hongsheng, WANG Peng, TANG Chaosheng*, LIU Changli, SHI Bin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unicipal sludge production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fficiently dispose this kind of municipal sludge.
Sludge usually has high moisture content, More importantly, it has a very high fraction of organic and fine particles with the high
viscosity, and it is not only low efficient to reduce the total volume through mechanical dehydration but has a low strength of the sludge
after dehydration, which is easy to cause the landfill pile skid, instability and other accidents. Fiber-reinforcement is a newly developed
soil improvement technology.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iber reinforcement on sludge sheer strength properties, a series of shear
strength tests were conducted on sludge with different fiber contents (0, 0.05, 0.1, 0.2, 0.4 and 0.8% ) under different consolidation
pressure （50, 100, 200 and 400 kPa） . The effect of fiber addition on the moisture content, dry density and shear strength under
different consolidation pressur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different consolidation pressure, the water content of the
sludge de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iber content after the consolidation, while the dry density change
trend is opposite, and the experimental determination of the optimal dosage of fiber content is 0.1%. The shear strength of sludge i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tent of the fiber after consolidation, fiber reinforcement effect on sludge are very effective in the
shear strength, and the reinforcement effec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under the 100 kPa. The strain hardening tendency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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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with the increase of fiber content in the late shear failur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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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工业生产的迅速发

（2007a，b） 研究了纤维加筋对土体抗压、抗剪、

展，污泥的产量急剧增加，接近于城市垃圾的数

抗拉强度及承载力的影响，发现纤维加筋能显著

量，由此引发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逐渐凸显

改善土体的力学性质；Marandi 等 （2008） 对纤维

出来，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社会的可

加筋粉砂土开展了三轴试验，发现试样的抗剪强

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徐强等，2003；赵丽

度随纤维掺量的增加而增加；Nataraj 等 （1997）

泥的产量接近 5000 万吨，且以每年 10%左右的速率

究了纤维加筋土的力学性质，结果表明：土体的

君等，2001）。据统计，截止 2015 年底，中国湿污
增长，安全处理处置问题日益严峻。

国内对污泥的处置方式主要以填埋法为主。

通过开展一系列直剪、无侧限抗压和 CBR 试验研

强度和承载力均随纤维掺入而显著提高。然而，
目前国内外关于纤维加筋市政污泥的研究报道比

填埋法相对其它处置方式具有投资少、消纳量

较鲜见。王鹏等 （2015） 研究了短丝纤维对污泥

大、见效快等优点，是比较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

压缩固结特性的影响，得出了纤维的掺入能够促

一种处置方式。针对污泥的脱水填埋及力学特

进污泥的排水固结，但对纤维加筋污泥排水固结

性，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也取得

后的剪切强度性质缺乏后续研究。

了一定的成果。如张华等 （2008） 对不同含水率

为此，本文提出采用聚丙烯短丝纤维对市政

的污泥进行了抗压、抗剪和渗透性等试验，得到

污泥进行加筋，为了研究该技术对市政污泥加筋

污泥的土工参数与含水率变化的线性关系，为污

后剪切强度性质的影响，对不同纤维掺量的加筋

泥 填 埋 的 力 学 性 质 指 标 提 供 了 参 考 ； O’Kelly

污泥进行一系列的直剪试验，重点分析在不同固

（2005，2006） 研究了不同含水率下污泥的脱水、

结压力下纤维掺量对污泥剪切强度的影响，并探

压缩固结等特性，并分析了这些性质对污泥填埋

讨其机理，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为工程实践提

处置的影响。但是，由于污泥经过机械脱水后含

供参考。

水率仍然很高 （80%以上），缺乏填埋处置所需要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的力学稳定性，存在一定的不安全因素 （何品晶
等，2003）。为此，一些学者尝试增加污泥在机械
脱水过程中的荷载，以提高污泥机械脱水后的力
学强度，但是由于污泥颗粒细小且粘滞、流变性
强，在机械脱水作业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
问题，且只增加脱水的荷载，机械脱水效率随荷
载增加大大降低 （张中琼，2009）。由于机械脱水
困难及本身性质等原因导致污泥脱水后抗剪强度
很低，填埋处置时的污泥堆体发生侧滑、失稳等
事故屡见不鲜 （冯源等，2013）。因此，提高污泥
脱水后的剪切强度是安全处置的关键。
纤维加筋技术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
且适用性很强的土质改良技术。纤维具有强度
高、分散性好、易于拌合等优点，引起了国内外

1.1 试验材料

污泥取自于南京市某河道，基本物理性质指

标见表 1。试验选取的纤维是聚丙烯纤维，物理力
学参数指标如表 2 所示。
1.2 试验方法

将运回的污泥 （初始含水率为 46%） 风干、
表 1 试验污泥的物理性质指标

Table 1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udge

含水率/% 密度/（g/cm3) 比重
46

1.69

2.48

液限/%

塑限/%

有机质/%

61.2

36.8

4.6

表 2 纤维的物理力学参数

Table 2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fiber

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广泛关注，并对纤维加筋

类型

土的工程性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如唐朝生等

束状单丝

密度
/(g/cm3)
0.92

直径/mm
0.021~ 0.048

平均长度
耐酸碱性 分散性
/mm
12

很强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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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碎，再过 2 mm 筛，用烘干法测得污泥的风干含

28

水率为 3.4%。本试验采用的纤维掺量分别为 0，
0.05%，0.1%，0.2%，0.4%和 0.8%。制样过程如

26
25

下：先称量好纤维与污泥的重量，将其搅拌均

试验总体上分两个部分：固结和剪切。对于
固结试验，先将制备好的环刀试样置于固结仪上
逐级加载。为了防止加压时污泥溢出，第一级压

力设置为 5 kPa，然后分多级加载到设计目标压

力，分别为 50 kPa，100 kPa，200 kPa 和 400 kPa。
每级固结压力下，当试样的压缩变形速率小于
0.005 mm/h 后，即认为达到稳定，再施加下一级压

力，直到达到设计的目标压力。固结试验结后对

/%

率，分三层填入环刀中以备用。

24



匀 ， 再 在 污 泥 中 加 入 定 量 的 水 配 到 46% 的 含 水

50 kPa
100 kPa
200 kPa
400 kPa

27

23
22
21
20
19
18
0.0

0.2

0.4
 /%

0.6

0.8

图 1 不同固结压力下含水率随纤维掺量变化曲线

Fig. 1 Curves of moisture content versus fiber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consolidation pressure

试样的含水率和干密度进行测试。
对于剪切试验，将在不同固结压力下固结稳
定后的试样置于四联应变控制式的直剪仪上，并
在试样上下表面各垫上一层薄塑料片，防止水分
蒸发和流失。试验过程中，施加的正向压力与试
样在前期固结过程中最后一级荷载一致。剪切应
力和位移数据通过仪器自动采集记录。本次研究

共开展了 24 组试验，每组污泥试样按上述方法制
作了三个平行样。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纤维掺量对污泥固结后含水率及干密度的影响

图 1 和图 2 分别给出了污泥在不同固结压力下

最终含水率及干密度随纤维掺量的变化。从图 1 可

以看出，污泥的含水率随纤维掺量的增加呈先减
小后增加的趋势，在不同固结压力下趋势保持一
致，且当纤维掺量为 0.1%时，含水率最低，说明

该纤维掺量下，污泥的排水固结效果最佳。如在

100 kPa 固结压力下，当纤维掺量从 0 增加到 0.1%
时，含水率从 22.5%降低到 21%左右，随着纤维掺

量继续增加，含水率也随之增加，当纤维掺量为
0.8%时，含水率增加到 21.3%左右。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污泥的干密度随纤维掺量

图 2 不同固结压力下干密度随纤维掺量变化曲线

Fig. 2

Curves of dry density versus fiber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consolidation pressure

差异很大。如当纤维掺量为 0.1%时，在 50 kPa，
100 kPa，200 kPa，400 kPa 固结压力下污泥的含
水率分别为 24.3%，20.9%，20.2%，19.6%，可以
发现当固结压力从 50 kPa 增加到 100 kPa 时，含水

率变化较大，脱水效率较高，但是从 100 kPa 增加

到 400 kPa 时，含水率变化则相对较小，脱水效率

明显降低。其中干密度变化趋势与含水率基本相

的变化与含水率随纤维掺量变化的趋势相反，干

同，这也验证了一些学者得出机械脱水效率随荷

密度随着纤维掺量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载增加大大降低的结论。

干密度的变化主要与含水率有关，污泥的含水率
越低，其干密度相对越大。且从图 1，2 可以看

出，不同固结压力下，污泥含水率及干密度变化

基于图 1 和图 2 的结果，不难发现纤维加筋对

污泥固结排水后的最终含水率和干密度有重要影
响，主要原因为：纤维具有极强的分散性，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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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泥中形成联通的网状结构，纤维-土界面为水
的排出提供了良好的通道，改善了污泥的排水条
件。当纤维掺量较低时，由于纤维间距较大，无
法形成有效的纤维网，构成比较完整的排水通
道，因此排水固结效果相对提升并不明显；但如
果纤维的掺量过高时，其在试样中呈密集的网状
分布，在与污泥颗粒的相互作用下，能够承担、
传递和分散部分固结荷载，且大量纤维的存在能
够增强污泥的力学性质和整体稳定性，对荷载作
用下污泥的位移和结构变形起到有效的抑制作
用，从而导致排水固结效果变差。此外，由于纤
维本身具有不透水性，试样截面上分布过多的纤
维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导致有效过水断面减小，增
加排水阻力。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最优纤维掺量
为 0.1%，此时固结排水效果最佳，对应固结后的

图 3 不同固结压力下剪切强度随纤维掺量变化曲线

Fig. 3 Curves of shear strength versus fiber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consolidation pressure

试样的含水率最低。

2.2 纤维掺量对污泥剪切强度的影响

对在不同固结压力下排水固结后的 24 组污泥

试样进行直接剪切试验，得出的结果如图 3 所示。
在每级固结压力下，污泥的抗剪强度随着纤维掺

量的增加而增加。如当固结压力分别为 50 kPa，
100 kPa，200 kPa，400 kPa 时，纤维掺量为 0.8%

的试样的抗剪强度分别是不掺纤维试样的 1.48，
1.58，1.42，1.27 倍，纤维加筋效果十分显著。但

在不同的固结压力下，纤维对抗剪强度的影响也
存在一定的差别。在 100 kPa 时，掺入纤维的污泥

图 4 试样剪切强度参数随纤维掺量的变化

试样强度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它固结压力下的幅

Fig. 4 Changes of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with fiber content

在且本文研究的纤维掺量范围内，纤维掺量与污

于纤维的弹性模量很高，在污泥试样受剪时，很

图 4 给出了试样剪切强度参数 （黏聚力和内摩

出现相互错动趋势，使纤维受拉，与污泥颗粒的

度，当固结压力为 400 kPa 时，幅度则相对较小。
泥抗剪强度呈较好的线性关系 （图 3）。

难被拉断，变形的不一致性导致纤维与污泥之间

擦角） 随纤维掺量的变化规律。随着纤维掺量的

界面黏结和摩擦力必然对纤维的相对滑动起到约

增加，剪切强度参数均呈增加趋势。对于黏聚力

束作用，使其承受一定的拉应力，从而起到分担

而言，当纤维掺量从 0 增加到 0.8%时，黏聚力增

外部荷载的作用，使污泥的剪切强度增加。随着

放缓趋势。对于内摩擦角而言，当纤维掺量从 0 增

界面作用力相应增加，从而使纤维在污泥中的加

当纤维掺量超过 0.4%后，增幅有加大趋势。

如此，当试样在外力作用下出现破坏裂隙时，具

加了 16.2 倍，且当纤维掺量超过 0.4%后，增幅有

纤维掺量的增加，纤维与土颗粒间的接触面积及

加到 0.8%时，内摩擦角从 33.6°增加到了 38.8°，且

筋效果更加显著， 可抵抗更大的外力作用。不仅

纤维对污泥的增强机理主要是纤维表面与污

有高抗拉性能的纤维还可在裂隙中继续承担拉应

泥颗粒之间的黏结和摩擦力能限制试样在荷载作

力，可有效地阻止裂隙的进一步发育，提高污泥

用下的变形，提高试样的整体力学性能。纤维掺

的韧性。其次，当纤维掺量增加时，大量随机分

入到污泥当中，表面被大量的污泥颗粒包裹，由

布的纤维在污泥中形成一种空间网状结构，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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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互锁，从而约束了土颗粒的位移和变形，大
大增加污泥试样的整体性和抗剪强度。

量可能比一般土体要高，故在本试验中即使 0.8%
的高纤维掺量也没有使试样的强度达到最佳。今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纤

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提高纤维掺量，探索本文

维加筋土的剪切强度随着纤维掺量的增加呈现先

剪切试验条件下的最优纤维掺量。

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存在最优掺量的情形 （蔡奕

3 剪切破坏过程分析

等，2006；吴继玲等，2011）。这是因为当纤维较
多时, 增加了纤维之间的相互作用，纤维难以均匀
分散，成团现象严重，而纤维间的摩阻力明显低
于纤维与土颗粒之间的摩阻力，在受力时，容易
出现软弱结构面，故过量纤维的加人反而会降低
纤维的加筋效果。但是在本试验中，纤维加筋污
泥剪切强度随着纤维掺量的增加而单调增加，未
展现最优掺量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本文配制的
污泥初始含水率 （46%） 比一般土工试验要高得
多，在高含水率条件下，纤维极易分散均匀，不
会在土样中成团而导致软弱结构面。此外，污泥

图 4 给出了纤维加筋污泥在不同的固结压力

下的剪切应力—位移曲线。从图 5 可以看出，在

不同的固结压力下，剪切应力均随着剪切位移的
增加而增加，但增加幅度逐渐减小。剪切位移大

于 5 mm 时，纤维掺量为 0.8%试样的剪切应力比
其它纤维掺量试样的应力要高。且随着剪切位移

的增加，不掺入纤维污泥试样的剪切应力随剪切
位移变化的曲线斜率趋向于 0，但随着纤维掺量的

增加，该曲线斜率不断增大，纤维掺量为 0.8%
时，曲线斜率最大，剪切应力明显大于其它试

颗粒较细，粘滞性强，与纤维的界面作用能力比

样。说明纤维加筋技术对于污泥的剪切应力提升

一般土体要高，使得纤维加筋污泥的纤维最优掺

的效果很明显，且在本试验研究的纤维掺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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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掺量越大，抗剪强度越大。主要是因为试样
的剪切强度参数随纤维掺量的增加而增加 （图 4）

从图 5 可以看出，在剪切过程中，不同固结压

24卷 4期

在工程实践中，应该根据需要对纤维掺量进行综
合考虑，优化配比。
总体上，纤维加筋不仅能改善市政污泥的机

力下固结后的污泥试样的剪切应力-位移曲线上未

械脱水效果，更能提高脱水后污泥的力学性质，

见明显的峰值和突然“软化”的现象，相反，剪

且该技术操作简单易行，具有应用潜力。尽管如

应力随剪切位移逐渐增加，试样在剪切后期呈现

此，围绕该课题还需开展更精细的研究，进一步

较为明显的应变硬化趋势，这与一般素土的剪切

优化相关参数，系统掌握纤维-土颗粒界面微观力

破坏过程存在明显的差异 （王德银等，2013）。且

学作用机制及其对宏观工程性质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纤维掺量的增加，应变硬
化趋势越为显著。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纤维
掺量越高，大量的纤维在污泥中形成三维网络，
增加了污泥的稳定性，当其中一根纤维受拉时，
必定带动其它更多纤维共同受力，形成三维受力
网，使荷载能够更广泛分布，提高污泥破坏韧性。

4 结论

本文通过开展室内试验，研究了纤维加筋市

政污泥的剪切强度特性，分析了在不同固结压力
下纤维掺量对污泥排水固结后的含水率及干密度
的影响，且对纤维加筋作用的机理进行了探讨，
得到如下结论。
（1） 在污泥中掺入纤维，在不同的压力下排
水固结稳定后，污泥的含水率随着纤维掺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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