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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用於控制性低強度材料擋土回填
之二維與三維應力變位分析
Two- and Three-Dimensional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Analyses of 
CLSM Backfill Using ANSYS

廖 婉 伶1  ■  黃 立 政2

    W.L. Liao, L.J. Huang

以節能減碳的再生材料 --控制性

低 強 度 材 料 (Controlled Low Strength 

Materials; CLSM)替代傳統材料運用於

回填工程，其具有自充填、易開挖、

低成本的特質。為了解擋土回填結構之

安全性及穩定性，本研究使用有限元

素分析軟體ANSYS V17分析級配土、

CLSM-B80/30%、CLSM-B130/30%使

用於擋土回填結構，在三種外力（集

中力、條狀均佈力及均佈力）作用下

的應力及變位情形。二維分析為平面

應變，使用 PLANE183元素，三維分

析擋土牆長度為 20公尺，厚高比（B/

H值）為 2，元素使用 SOLID186。二維

與三維有限元素應力及變位分析結果顯

示，三種材料受相同載重作用下，使用

CLSM-B130/30%回填之沉陷量最小，

級配土沉陷量最大，CLSM-B80/30%及

CLSM-B130/30%之回填表面沉陷量為級

配土之 40%及 10%，CLSM確實優於一

般回填土壤，說明CLSM材料性質的優

越性並能應用於擋土結構之回填工程。

關鍵詞： 控制性低強度材料、擋土結構回

填、ANSYS、有限元素法

Applications of Controlled Low-Strength Materials 

(CLSM) are environmental low-cost and sustainable, for 

example retaining walls. In these applications, the capacity 

to carry static loading coming from vehicles above the 

embankments are required. Analy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these practical cases are difficult and costly.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such as the use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re economically feasible. This research 

attempt to employ software ANSYS V17 to investigate 

the two- and three-dimensional st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SM embankments of retaining wall. The 2D 

PLANE183 and 3D SOLID186 elements of ANSY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ree kinds of embankment materials: 

graded sands, CLSM-B80/30% and CLSM-B130/30% and 

three kinds of surcharges: concentrated loads, uniformly 

strip loads and uniformly lane loads. Surface settlements 

and lateral earth pressures were carefully examined and 

compared. Results showed that surface settlements of 

CLSM-B80/30% and CLSM-B130/30 were only 40% 

and 10% of those of graded sands. This research proved 

that CLSMs were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materials for excavation and backfill.

Key words: CLSM, Backf ill after Retaining Wall, 

ANSYS, FEM

一、前　言

擋土牆為防止土石崩落的結構物，因地震力、地表排水措施不良、洩水孔功能不佳及土壤

液化因素會造成破壞，為了設計具安全性及符合經濟效益之擋土結構，以環保、再生特性之控

制性低強度材料 (Controlled Low Strength Materials; CLSM)作為擋土回填材料近年來已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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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廣用。依據美國混凝土協會（ACI）的定義 (1)：控制性低強度材料 (CLSM)，為一種具備自

充填、高流動性、高工作度、易開挖的材料，主要當作回填夯實的替代性材料。其形成非常廣

泛，可取自施工棄土、回填料、可流動性漿體、可塑性之水泥質土料、泥漿等 (2,3)。前人研究

曾以有限元素法分析結果CLSM抗壓強度並提出預測模式 (4)；使用CLSM回填時，無論有無加

載狀況下，路堤邊坡無破壞之現象，其安全係數將可大幅提高至 3.339(5)。本研究旨在以結構分

析軟體ANSYS探討三種回填材料（砂土、CLSM-B80/30%、CLSM-B130/30%），受三種載重

下之二維與三維應力變位分析，期能對CLSM用於擋土結構回填之使用安全性提出量化之分析

數據。

二、研究方法

1.材料參數：考慮三種回填材料及其參數如下 (6)（參見圖 1(a)）：

(1) Graded Soil（級配土）：E0.1 GPa, ν0.3；

(2) CLSM-B80/30%（單位重 80/30%取代量）：E0.27 GPa, ν0.25；

(3) CLSM-B130/30%（單位重 130/30%取代量）：E0.87 GPa, ν0.25；

圖 1　擋土牆後方回填及使用ANSYS PLANE183及 SOLID186元素示意圖

(c) SOLID186(b) PLANE183

(a) 擋土牆後方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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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載重作用位置：
(1) 第一種載重為垂直集中載重，Q072.5 kN作用於從擋土牆 a0.5 H處之上方。
(2) 第二種載重為垂直條狀均佈載重，q09.3 kN/m作用位置從 bH至 c1.5 H。
(3) 第三種載重為垂直均佈載重，q09.3 kN/m作用於 ADL4 H。

3. 研究方法：使用有限元素法 (Finite Element Methods)，引用ANSYS中之 PLANE183及

SOLID 186元素進行應力變位分析（參見圖 1(b)(c)）。

(1)二維問題（平面應變與平面應力問題）：勁度矩陣與外力向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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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維問題：勁度矩陣與外力向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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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一 )ANSYS有限元素網格

三種材料之二維問題使用元素 PLANE183網格，如圖 2(a)，400個元素、1301個節點。三

維問題使用元素 SOLID186網格，B/H為 2，如圖 2(b)，8000個元素、36341個節點。

(a)二維分析切有限元網格

(b)三維分析切有限元網格 (B/H=2)

圖 2　二維及三維分析選取之有限元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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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數據結果

1. 控制性低強度材料回填結構之變位與應力特性分析（CLSM-B130/30% 為例）

本研究分析三種材料（級配土、CLSM-B80/30%、CLSM-B130/30%）回填於擋土結構後方

之二維、三維變位及應力情形，取回填區上表面處之沉陷量，及擋土結構後方左側之應力。二

維、三維變位圖為使用CLSM-B130/30%回填分析之結果（不同載重條件下），如圖 3-圖 5所

示。

(a) CLSM-B130/30%二維變位

(b) CLSM-B130/30%二維等應力

(c) CLSM-B130/30%三維變位 (B/H=2)

(d) CLSM-B130/30%三維等應力 (B/H=2)

圖 3　集中力作用下 CLSM-B130/30%回填之二維與三維變位與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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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SM-B130/30%二維變位

(b) CLSM-B130/30%二維等應力

(c) CLSM-B130/30%三維變位 (B/H=2)

(d) CLSM-B130/30%三維等應力 (B/H=2)

圖 4　條狀力作用下CLSM-B130/30%回填之二維與三維變位與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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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SM-B130/30%二維變位

(b) CLSM-B130/30%二維等應力

(c) CLSM-B130/30%三維變位 (B/H=2)

(d) CLSM-B130/30%三維等應力 (B/H=2)

圖 5　均佈力作用下 CLSM-B130/30%回填之二維與三維變位與應力

2. 三種回填材料之變位及應力比較分析

結果顯示，三種材料受三種力作用下，沉陷量由大至小順序為：(1) soil；(2) CLSM-B80/30%； 

(3) CLSM-B130/30%，如圖 6、圖 8所示。CLSM-B80/30%和CLSM-B130/30%的 v值相同，二
維及三維分析之應力分析結果兩者重疊，如圖 7、圖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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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分析（圖 6及圖 7）、三維分析（圖 8及圖 9）。

四、結　論

1.受三種載重作用，數值分析結果為CLSM-B80/30%及CLSM-B130/30%之回填表面沉陷

量為級配土之 40%及 10%，顯示CLSM確實優於一般回填土壤。

2.CLSM-B80/30%和CLSM-B130/30%側向應力值相近。

3.B/H 比值很小時應使用三維元素分析。

圖 7　二維分析之沿擋土牆側向應力

(a) 集中力

(b) 條狀力

(c) 均佈力

圖 6　二維分析之之表面沉陷量

(a) 集中力

(b) 條狀力

(c) 均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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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三維分析之沿擋土牆側向應力

(a) 集中力

(b) 條狀力

(c) 均佈力

圖 8　三維分析之表面沉陷量

(a) 集中力

(b) 條狀力

(c) 均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