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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裂隙岩体是各种岩体工程和环境工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种复杂工程介质。在

承受工程荷载时，岩体中大量的裂隙开始萌生、扩展和贯通，导致岩体介质力

学性能的劣化以致最终破坏。因此，岩体中原生裂隙的扩展演化特征、破裂模

式以及对岩体力学特性的影响一直为学术界和工程界所重视。

鉴于三维问题在数学处理和现象观测上的复杂性，人们对裂隙问题的研究

往往简化为二维情况来处理，但裂隙大都处于三维应力状态(表面裂隙或深埋

裂隙)，把三维裂隙简化为二维裂隙会引起较大差距。因此，近年来有关三维

裂隙扩展演化机制及其对岩体材料力学特性影响的研究成为岩土工程重要研究

课题。

目前压缩条件下岩体中三维裂隙扩展演化机制的试验研究已有一些，但由

于试验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制约，拉伸条件下相应的成果很少。岩石材料具有低

抗拉性，在较低拉伸应力作用下内部裂隙就开始扩展、贯通导致材料破坏。岩

体工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遇到拉应力区，因此开展拉伸条件下三维裂隙扩展演化

机制以及对岩体力学特性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价值。

物理试验方法和数值模拟方法是研究裂隙扩展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结合

这两种方法开展了以下研究工作：

1、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分析比较了以往三维裂隙岩体断裂机理试验中所用

各种材料的优缺点。结合本试验情况，研制了脆性砂浆材料，其物理力学参数

与砂岩接近，代替真实岩石进行试验可表现出类似的受力变形特征，并且该材

料方便埋设三维裂隙。

2、由于岩石材料直接拉伸试验技术不成熟，故改进了目前采用较多的夹具

法和黏结法，设计加工了适用于脆性材料单轴拉伸试验的端部扩大型试件模具、

与试件形状配套的夹具以及黏结拉伸轴向定位装置。

3、制作了含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间距和不同数量)内置裂隙的试件，

并对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验，得到了各试件的应力应变曲线，观察分析了试件

的受力变形过程，总结了内置裂隙角度、间距及数量对材料力学特性以及裂隙

扩展演化过程的影响。

4、制作了含不同倾角表面裂隙的试件，并对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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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应力应变曲线，观察分析了试件的受力变形过程，总结了表面裂隙倾角

对材料力学特性以及裂隙扩展演化过程的影响。

5、用FRANC3D软件计算了含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间距和不同数量)

内置裂隙和不同倾角表面裂隙的试件在单轴拉伸条件下，裂隙前缘应力应力强

度因子分布，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模拟了所含三维裂隙的扩展演化过

程。

6、结合物理试验和数值模拟的结果，得出若干有价值的结论，并对实际工

程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三维裂隙；单轴拉伸；裂隙扩展；力学特性；物理试验；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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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actured rock mass is usually met in most of the rock mass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Under different kinds of loads，the crack initiation，

propagation，coalescence and interaction may induce the degrada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even damage of the rock mass material．Therefore，the growth and

evolvement features，fracture pattern，and the influence on rock strength of flaws in

the rock mass are always focused by the researchers of academic and engineering

fields．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mathematical treatment and phenomena

observation on 3一D problem．people usually simplify the 3-D crack problem to 2一D

situation．But most cracks are under 3一D stress condition(internal crack or surface

crack)，such simplification would lead to error．So，the study of crack propagation

mechanism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material strength become important research

subjects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Up to now，there have been some experimental studies about crack

propagation mechanism in rock mass under compressive stress．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 of experimental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there are quite few studies on

the crack propagation mechanism of rock mass under tensile stress．Compared to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the tensile strength of rock mass is very low．Under low

tensile stress，the cracks in rock mass will initiate，grow and coalesce，resulting in

the damage of rock mass．The tension stress zone is inevitable met in the

geotechnical proj ects，SO the study of crack propagation mechanism in rock mass

under tensile str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ock strength is full of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value．

Both experimental test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re effective methods to

study the crack propagation problems．In this paper，the two methods are combined

to do the following research work：

1．By reading lots of literatures，analyze and comp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 similar researches．According to practical

situation，develop a kind of mortar material with good brittleness，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which are closed to the real rock material．So the mortar

material is a good alternative of real rock material，with the advantage of making

pre—exist flaws conveniently．

Ill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Improve the clamp method and bonding method us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tensile test of brittle material．Design and make a sample die with the shape of end

region enlargement，a clamp matching with the sample，and axial direction location

device，which suit for the axial tensile experiment of brittle material．

3．Make samples containing different kinds(different dip angle，different

distance between two cracks，different amount of cracks)of internal cracks．Carry

out axial tension experiments with those samples，and obtain th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all the samples，at the same time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loading and

deformation course of samples．Finally，conclude the 3一D internal crack growth

rules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material strength．

4．Make samples containing single surface crack with different dip angle．

Carry out axial tension experiments with those samples，and obtain the stress—strain

curves，at the same time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loading and deformation course of

samples．Finally，conclude the 3一D surface crack growth rules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material strength．

5．Using the FRANC3D numerical program，compute and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and energy release rate along the tips of

different forms of internal and surface cracks under axial tensile stress，and

simulate the 3-D crack propagation course．

6．Combining the results both from the tes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obtain

some valuable conclusions，and give some advice to the rock mass engineering．

Key words：3-D cracks；axial tension；crack propagation；mechanics feature；

physical experiment；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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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裂隙岩体是我国各种岩体工程和环境工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种复杂工程介

质，如国内二滩电站、小浪底枢纽工程、三峡船闸高边坡和右岸电站、溪洛渡

电站地下厂房所在围岩都可观察到节理裂隙发育【l】。裂隙岩体作为地质体的一

部分，经历了漫长的成岩过程与各种地质构造运动，并赋存于一定的地质和应

力环境中。多次的地质构造运动和复杂的地壳应力场破坏了岩体的完整性和连

续性，产生许多裂隙、节理和断层，对沉积岩和部分变质岩，还有层理和层面。

这些尺度不等的裂隙、节理等缺陷成为岩体中的薄弱面，统称结构面。岩体就

是由许多这样的结构面和被其切割的最小岩块组成的岩体结构，因此岩体的力

学性能则是由岩石材料和各种裂隙的力学效应的综合反映。

工程范围内的裂隙岩体由于受到工程荷载的作用，应力场发生改变，往往

导致新裂纹从原生裂隙尖端处萌生、扩展甚至与相邻裂隙贯穿，从而对岩体的

力学性质产生很大影响，导致岩体材料性能的逐渐劣化直到最后破坏。可见岩

体中裂隙、节理等薄弱面的存在对岩体稳定和工程安全都具有潜在危险性。

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中能源和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要面对大量的裂隙岩体的开挖和处理问题。例如，水电工程在高山峡谷修建大

坝或地下厂房，因开挖引起岩石裂隙的扩展和贯通而导致工程稳定性的恶化或

渗流问题，如法国的马帕塞大坝的溃坝事故是由于坝基片麻岩中的裂隙扩展造

成的，意大利的瓦依昂边坡滑移及我国长江三峡奉节段某处滑坡等事故都与其

自身裂隙扩展有关。石油开采为了提高产量，需要提出合理的压裂工艺，根据

底层裂隙特点制定科学的驱油方案，这就需要研究裂隙扩展的条件和裂隙与石

油等液体介质的相互作用。在隧道工程中，围岩的破裂和透水性影响了工程的

稳定性或造成事故；在环境科学中，核废料和高污染化学废料的埋藏处理问题

日益受到关注，若处置不当则会通过岩体裂隙由地下水将污染物带入人类的生

存地域，严重危害了生态环境。地震和地球物理科学界为了研究震源发震机制

也十分重视地壳中原有断裂的扩展规律，研究岩体最可能的产生的裂隙扩展范

围和交汇贯通区是很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21。大量工程实践表明：许多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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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失稳破坏都与其内部节理或裂隙扩展贯通有关，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建

设中不可避免要遇到裂隙岩体的开挖和处理问题，因此岩体中裂隙的扩展演化

特性及其对岩体强度的影响近年来一直为工程地质界、岩石力学界和相关工程

界所重视。

天然岩体中裂隙、节理等缺陷数量繁多，分布杂乱无章，使得岩体在各种

物理力学效应的显现和传播上都显示出复杂的非连续性，非均匀性及各向异性，

这给岩体力学的研究带来了困难。经典的断裂力学理论为了数学上处理方便，

对岩体这种地质材料作了均匀体和连续体假设，这为裂隙扩展问题的研究奠定

了理论基础，但其研究结果与实际还有一定差距。直到今天人们对裂隙岩体破

坏机理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未能建立起比较完备、系统的数学描述手段，对材

料和结构破坏的预测仍缺乏合理而有效的力学模型。

目前裂隙扩展方面的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是在压缩荷载作用下取得的，而

拉伸条件下相应的成果极少，这主要是因为试验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使得

岩体材料的拉伸试验比压缩试验复杂和困难的多。众所周知，岩体是脆性材料，

抗拉强度仅为抗压强度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拉伸荷载更容易导致岩体

破坏。事实上，任何岩体的破坏均与内部拉应力作用有关。在工程实际中存在

许多拉应力区，如边坡和地下工程的开挖卸荷区，在这些区域很小的拉应力就

会导致内部裂隙的扩展、贯通，进而削弱岩体强度，可见拉应力作用下裂隙的

扩展演化对围岩稳定和工程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开展拉伸条件下裂隙扩

展规律及其对岩体强度影响的研究工作具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研究岩体在外部载荷和环境作用下，材料中缺陷的演化规律及其导致材料

最终失效或破坏的全过程，是力学家和材料科学家为之长期奋斗的命题，对揭

示岩体破裂过程的宏观非线性力学行为，评价岩体以及岩体工程的安全状态，

了解岩土工程结构的稳定性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价值【3】。

1．2裂隙扩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

1．2．1二维裂隙研究进展

在加卸载作用下，岩体的破裂与失稳通常是由于岩体中预先存在的裂隙、

孔洞等原始缺陷引起岩体内的高应力集中造成的。裂隙、孔洞等缺陷的始裂、

扩展及相互作用和贯通进而导致岩桥断裂是脆性材料破坏的重要表现形式n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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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裂隙缺陷的研究是从单裂隙模型开始的。1913年，英格里斯(Inglis)

最早计算了带有椭圆通孔(当椭圆变得很窄时就可看作是一条穿透裂隙)平板

的拉伸应力分布，定量地证明了应力集中现象，但他未能跳出传统强度理论范

畴。最早从理论和实践中获得重要突破的是Griffith，他于1920年对玻璃和陶瓷

等构件的强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提出了因裂隙扩展导致材料破坏的

条件， 并从能量的观点得出了固体强度与裂隙长度之间的表达式【5。7】。Griffith

的能量平衡理论中没有考虑到材料塑性变形在裂纹扩展中的影响和作用，在他

之后的Orowan(1949)的修正工作使得这一理论得以发展，Orowan提出裂纹扩展

过程中所释放的能量不但要用于支付形成新表面所耗用的能量，还要支付在扩

展中产生塑性变形所耗用的能量。Irwin于1957年提出了应力强度因子概念使得

脆性断裂理论得以重大突破【8J。之后，Cook，Hoek，Me Clintock，Salamon等

学者根据断裂力学理论采用试验方法研究了岩石在受压情况下裂隙的扩展情况

[9-17】。1966年，Brace[18棚1提出了二维裂隙滑移开裂模型，认为滑动裂隙端部生

成的弯折型张性裂纹是在压剪型荷载作用下新裂纹生成的主要机制，并根据该

模型对岩石破坏前的扩容现象进行了微观解释。同时指出，在受压状态下裂隙

的进一步扩展要求附加荷载的连续增长以维持扩展过程，次生裂纹以突跃方式

出现。在受拉状态下，裂纹的扩展是不稳定的。该模型对解释岩石中微裂纹的

延性开裂机制是合适的，但该模型没有考虑裂隙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也只适用

于裂隙密度较小和裂隙扩展前期的情况。

从70年代起，由于试验手段和技术的改进，二维条件下的试验研究开始

兴起。这些试验多以预制平板穿透斜裂隙的模拟材料来研究裂隙的二维始裂、

扩展和破裂过程，女INolen—Hoeksema[20】等人观测到受压大理岩斜裂隙尖端的扩

展破坏模式，发现裂隙的扩展具有非对称性，并指出穿透裂隙在试件表面的发

育能够很好的代表内部情况。在此之后许多学者用显微镜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IWong T．F．【21’22】等研究了Weterly花岗岩的微观破坏机制。Hudson和Priest等

[23-24】也用计算机对裂隙岩体进行了几何统计特征的分析研究。

进入80年代，人们对裂隙缺陷的研究更注重理论与试验相结合，但偏重于

理论模型的建立，这个时候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Nemat．Nasser、Horri、

Sammis、 Ashby和Obata等f25-311用线弹性断裂力学研究单个、多个和多组雁行

排列的预制张开型裂隙的起裂、扩展和贯通机制，并研究了这些多裂隙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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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应力集中，建立了其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给出了相互作

用因子进行了强度分析。他们在定量分析和试验验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二

维模型，通过该模型可解释缺陷诱发裂隙扩展导致岩石劈裂现象，并进一步指

出：三向压力作用下裂隙的相互作用使得扩展失去稳定，导致裂隙局部化形成，

并控制材料的强度及最终的失效面。Kachanov等【32。341在考虑岩石非线弹性的基

础上建立了适合滑动摩擦特性的预制裂隙的扩展模型。

从90年代至今，随着人们对岩体地质工程认识的加深，结合传统的理论分

析、新的试验方法对裂隙缺陷开展了更为深入的分析：OHReyes等135弓6垸成的

单轴压缩下含两个预制张开型裂隙的石膏试样裂隙贯通过程的测试，发现裂隙

体的贯通机制被平行的初始预制裂隙缺陷的几何分布所控制，如果预制裂隙缺

陷部分重叠分布，则翼型裂隙发展并穿过试件的完整部分而贯通。如果预制裂

隙缺陷不重叠分布，贯通将通过次生裂隙(剪破裂)发生，或者张拉和剪切共同

作用。Shen等【37。401在90年代初运用试验和DDM数值模拟方法，对含单个和两个

预制张开型和闭合型裂隙缺陷开展了研究，其研究的主要要点是：在低加载应

力下，发展了抽象的断裂变形模型，并且考虑了拉和剪破坏；同时也考虑了I

模式(拉伸断裂)和II模式(剪切断裂)的表面能量，建立了新的断裂准则，并应用

修正的Griffith准则解释了部分试验结果。Bobet等【4卜44】用石膏试样研究了单轴

作用下不重叠和重叠断续两张开裂隙缺陷的扩展、贯通机制。尽管这些学者研

究了岩桥贯穿机制及失稳模式，但他们没有对一些影响裂隙贯通的因素做系统

研究，包括裂隙的长度和倾角，岩桥的距离与裂隙所在的相对位置，裂隙间面

的摩擦系数和围压等。朱维申、李术才、陈卫忠和徐靖南等【45石5】通过了相似材

料模型试验研究了雁形裂隙双向加载问题，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断续节理岩体的

蠕变损伤断裂机理，提出了节理裂隙蠕变演化的等效模型和考虑裂隙蠕变扩展

与损伤耦合的应变本构方程，见图1．1。此外，王庚孙等从理论上研究了多裂隙

在单、双轴条件下的裂隙贯通机理，并指出宏观的破坏主要同裂隙分布、侧压

以及参与贯通的裂隙组有关，但也没有充分的试验数据去全面验证他们的理论

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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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雁型裂纹受力单元与应力分布(陈卫忠等，2003)

因此，针对前面一些研究的不足，Wong、Chau和Tang等【66。75】在这些研究

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包括用含不同摩擦系数及不同程度微裂隙的真实

岩石及类砂岩模拟材料(硫酸钡、沙、石膏和水的混合物)及不同角度分布的

预制裂隙试样的贯通机制，对岩桥强度和贯通失效机制作了一系列的单轴和直

剪的数值和理论方面的研究。虽然对单轴加载下多裂隙的贯通机制有一定的了

解，但实际的岩体往往处在围压环境中，所以对双轴加载作用下的裂隙贯通机

制的研究显得更重要。黄凯珠、林鹏(2002)等【76,771通过物理试验和数值模拟，

研究双轴作用下不同几何分布和不同围压的断续预置三裂纹的萌生、扩展和贯

通机制，结果表明裂纹贯通模式主要受加载条件与预置裂纹几何分布的影响，

裂纹在双轴加载条件下有拉、剪、压和混合贯通等模式。研究认为，压裂纹是

在侧压下产生的次生裂纹，裂纹的贯通则受到两非共线的重叠裂隙间的岩桥尺

寸的影响较大。三裂纹在峰值附近有两组贯通裂纹，在单轴情况则通常只发生

一组贯通裂纹。拉裂隙扩展速度随着侧压的增加而降低，而剪裂隙的出现相对

增加，拉裂隙的贯通经常出现在两非共线的重叠预制裂隙中。任伟中、白世伟

(1999，2003)等【78制1通过直剪试验条件下的模型试验，研究了不同节理连通率、

节理排列方式、正应力条件下同时包含闭合节理和岩桥的剪切面的变形和强度

特性及其相应的变化规律，探讨了节理、岩桥变形和破坏机理，并建立起表征

岩桥初裂强度和不同破坏模式下的贯通强度计算公式。黎立云，刘大安(2002)

等【8l】采用类岩石材料白水泥模拟多裂纹岩体进行了双向加压试验，对裂纹开裂

角、初始开裂载荷的理论计算值和试验值进行了对比分析。郭少华(2003)等18副

进行了含中心裂纹的矩形石膏试件单轴、双轴压缩条件下的破坏试验，对裂纹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起裂位置、起裂角、应力集中、断开模式进行了研究。此外，朱维申、白世伟

等对断续性节理对抗剪强度的影响也进行过模型试验研究。Hoxha(2005)[831在

花岗岩试样上预置裂纹，利用预置裂纹分布的不同形成试样的各向异性，考虑

了不同温度和不同蒸汽压力的影响，进行了双向剪切试验，试验发现次生裂纹

的扩展受预置裂纹的影响，次生裂纹沿预置裂纹密度最大方向扩展时其扩展速

率最大，而且受试样各向异性的影响，裂纹面是起伏的，裂纹扩展路径也不是

一条直线。

清华大学周维垣等【84。8 8】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了众多水电站的地质力

学模型试验，得到了大量的经验和成果。他们在处理裂隙岩体中数量众多的节

理裂隙时，认为必须对其作适当的简化，但在各个方向节理裂隙出现的频度，

原型与模型应保持相似，即原型岩体内各个方向单位长度内缝隙数之比，应与模

型相同。二维模型试验建立在一定的在相似理论的背景之下，结果直观，具有

较强的说服力，已成为进行岩石力学研究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除模型试验外，近些年来，随着声发射技术的发展、高倍扫描电子显微镜

以及CT试验机的出现，裂隙岩体断裂损伤的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声发射研

究方面，Mogif89,90]做了一系列声发射模式的试验来研究地震发生机理，

Scholz E91，921研究了岩石破裂前膨胀现象中的声发射规律，Goodman(1963)t931在

砂岩和石英岩压缩实验中对声发射中的Kaiser效应进行了研究。陈忠辉等人对

两岩体相互作用的声发射模式进行了研究。刘东燕等【94固71用水泥砂浆模拟含裂

隙岩石试样，在刚性压力机上进行单轴压缩试验，通过声发射测试技术，分析

含裂隙岩石在受压力过程中新裂纹的萌生一扩展一断裂破坏全过程，对含中心

斜裂纹试件受压破坏的声发射特征进行研究，根据声发射过程线特征段上的转

折点区分裂纹扩展的阶段性，研究结果表明，试件受压破坏过程中的声发射事件，

主要来源于裂纹尖端新生裂纹发展时的能量释放，见图1．2。Tsuyoshi

Ishida(2001)【98】对4种不同粒度花岗岩试样进行了水压致裂声发射测试，研究了

粒度和不同粘度液体作用下试样的破裂机制，研究表明，当粒度较大时，以剪

切破坏机制占主导，当粒度较小时，以张拉破坏机制占主导；当裂隙中注入高

压水后，以剪切破坏机制占主导，当注入粘度较高的油时，以张拉破坏机制占

主导；李银平，王元汉等【99,100】采用含预制裂隙大理岩试件，对压剪应力场中试

件破坏声发射特征进行研究，根据试样的不同声发射特征，分析材料损伤断裂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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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不同机制。 Il
|=r⋯1川嘏
。b—型二T．—摹一

图1-2定位区域内的卢发射特征(刘东燕等，1998)

细观力学研究方面，周维垣等“997)『1“l采用黑色大理石试样，进行了岩石

材料切片的扫描电镜(SEM)下的断裂试验及宏观试件的三点弯曲断裂试验，研

究试样细观破坏的机理及宏观断裂破坏形成的过程，并采用局部化理论和分数

维重正化坪论相结合的近似方法，建立了岩石、混凝上材料细观开裂网格模型；

黄明利等f1999)t”21采用sEM研究了预置微裂纹在大理岩试样中的发育与扩展

特征。朱珍德，徐卫亚等¨。3“07I选取j峡船闸高边坡花岗岩和山西万家寨水电

站灰岩进行不同应力状态的全应力一应变过程渗透性对比试验，然后将其岩石破

坏断裂断El进行微观扫描电镜试验，分析了脆性岩石的微观断裂形式，认为脆

性岩石的断裂机理有两种，即剪切破坏和翼裂纹破坏，见图卜3：赵永红(2004)““

对房山大理岩进行了单轴压缩条件下大理岩填充割缝周围微裂纹生长的扫描电

镜实时观测研究，微裂纹首先呈剪切破裂带状发育，随外载的增加而连通形成

断裂带，割缝填充后微裂纹萌生所需的载倚水平明显提高。

匿1．3岩石断口微观扫面电镜试验(朱珍德等．2003)

1 2 2三维裂隙研究进展

由于数学处理和现象观测上的困难，天于三维断裂的研究并不多。裂纹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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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始和{)胜条件直是断裂力学研究的士要内容。对于实际岩体来说，不论

裂纹赋存干岩件内部还是局部表面露头，其本质上都是三维的。丰日对于一维裂

纹来说， 三维裂纹模型更加接近实际破裂过程，工程实际意义更人。

50年代以来，三维破裂研究在试验方面给出了～系列典型结果。最早的三维

裂纹的破裂是由Erdogan和薛吕明(SihG C)【”9”01做的开拓性试验，井提出了破

裂是沿最大张应力作用方向扩展的假说。后柬完成的典型试验包括

Sommer(1969)I⋯3的I一ⅡI复合型，Knauss(197@¨21的纯III型。Knaus$在丙烯酸

树脂玻璃中加工深割口，在面上粘贴黄铜扳，加剪切荷载，构成反平面剪切裂纹

(Ⅲ型)，观察到破裂时在裂纹前缘出现大量半圆硬币(有时称为准螺旋)状破裂。

滕春凯(1987)、尹祥础(1988)等t1”“”1在玻璃、有机玻璃、大理岩板中预制表面

裂纹，在单轴压缩条件下产生II一ⅡI复合型破裂，其形状为侧拉长的准螺旋状

破裂，并观察到这些破裂在生K过程中的自组织现象，见图1—4。

Adams,1sines用PMMA通过机械方法预制三维裂纹存单轴加载条件F观察

扩展特征【l”l。Scholz在试验中采用币形裂纹的扩展得到了和Adams相同的观察

结果。黄明利等⋯7”91采用树脂材料研究了表面裂纹、内置裂纹和穿透裂纹的

扩展形式以及裂纹的相剥长度和倾角对二维裂纹扩展的影响。由十三维裂纹前

缘往往处于试样的内部，不容易直接使用测晕方法来确定其应力强度囡予的分

布。处丁复杂应力状态下的三维裂纹，其裂尖的应力强度因子往往以混合的方

式¨{现，这更使得试验观测和理论分析变得非常困难。并且，岩石是种非透

明性的非均匀介质，采用透明的玻璃、树脂等均匀材料往往忽略了岩石的非均

匀性对裂纹护展的影响，因此在相应的试验结果上必然有所不足。

醺霹Z
a)试样设计 (b)玻璃试样断裂 (c)太理岩试验断裂

图1．4Ⅱ．Ⅲ复台型破裂的试验(膳春凯等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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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kin等人自1994开始，在低温树脂(Colombia resin和CR．39等材料)试样上

预制人工三维裂纹，进行了单、双轴压缩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双轴压缩荷载加

载下裂纹的扩展与单轴压缩下是不同的，单轴压缩下在裂纹边缘产生的包裹型

翼裂纹是限制翼裂纹继续扩展的原因，而在双轴压缩下翼裂纹可以充分发展从

而引起试样劈裂破坏[120。13 01，如图1．5所示。Wong等采用低温有机玻璃材料

(PMMA)研究了的含有半圆形三维表面裂纹的扩展机制。研究表明，表面裂纹

扩展模式受裂纹深度d与试样厚度t影响很大，当d／t>，1／3时，表面裂纹扩展到接

近试样端部并穿透到试样的背面，当d／t<1／3时，其裂纹扩展长度为裂纹直径的

0．5～1倍时就不再扩展了。Wong等(2004)进行了含三维表面裂纹PMMA试样和

硅玻璃试样的裂纹扩展试验，并通过改变预置裂纹深度和倾角，研究了裂纹起

裂模式和扩展路径的不同，试验发现预置裂纹尖端不仅有翼裂纹出现，而且产

生了花瓣状裂纹(属于III型裂纹)；裂纹扩展长度与裂纹深度、倾角和试样材料

性质有关[1 31-136】。

图1．5低温树脂材料中内置裂隙的扩展(Dyskin等，1994)

由于在制取岩石三维裂纹方面的困难，在岩石裂纹扩展的研究方面，较多

的是采用模拟材料、玻璃、树脂(PMMA)、水泥浆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二

维裂纹的扩展机理方面，对三维裂纹的试验研究还比较少，并且研究主要集中

在采用透明均匀材料获得的现象描述中，而且以往研究中采用的树脂属于增韧

型浇铸树脂，脆性程度较低。而对非均质材料(岩石、陶瓷和混凝-十等材料)

中三维裂纹扩展过程试验和破裂模式的分析十分欠缺。

1．2．3岩石直接拉伸试验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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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力学试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获得岩石受力变形全过程曲线，因为受

力变形曲线是描述岩石力学特征最为基本的，也是建立本构关系所必需的依据。

岩石的全过程受力变形曲线能真实的获得岩石材料的物理特征，特别是能够定

量地分析岩石峰值强度前后硬化和软化阶段的应力．应变关系。它的出现不到30

年的，但在岩石力学领域方面的影响很深远。在单轴或多轴压缩荷载作用下，

岩石的试验变形曲线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在拉伸条件下相应的成果很少。由

于试验设备和试验技术方面的原因，岩石拉伸试验相对压缩试验要复杂和困难

的多，并且以往的岩石拉伸试验，不论是直接拉伸方法还是间接劈裂方法，往

往只得到岩石拉伸破坏的抗拉强度，对岩石材料拉伸受力变形特征考虑较少。

目前关于岩石材料在拉伸条件下受力变形特征的成果有：陶履彬、夏才初

等【1371(1993)用试验方法研究了花岗岩拉伸全过程变形特征，初步分析了岩石在

受拉条件下破坏过程及机理，提出岩石材料在拉伸条件下控制其强度的主要因

素是岩石内部存在的节理、裂隙等结构面。金丰年、钱七虎【138m91(1 998)在岩

石单轴拉伸试验的基础上，分析了岩石在拉应力作用下非弹性应变随应力增加

而增加的规律性，提出了能够表现岩石受拉变形破坏全过程的非线性粘弹性本

构方程。通过对拉应力作用下岩石本构模型与裂缝扩展模型的比较，讨论了岩石

在受拉过程中非弹性应变增加与裂缝扩展之间的关联，发现了两者时间效应特

征的相似规律性。窦庆峰、岳顺等【Mo】(2004)对比研究了岩石的直接拉伸试

验和劈裂试验，证实了直接拉伸法较劈裂法优越，指出直接拉伸法中裂隙的扩

展是造成试件非弹性变形的直接原因。王学滨【141】(2005)基于梯度塑性理论，

考虑了应变局部化，提出单轴拉伸条件下岩样全程应力一应变曲线解析解。余

贤斌等【142】(2007)对比研究了直接拉伸、劈裂及单轴压缩试验下岩石的声发

射特性，提出在直接拉伸条件下，试样的声发射活动又有很大不同，在破坏发

生前的整个加载过程中，观察到的声发射事件数和能率远少于单轴压缩和劈裂

试验的结果。对于大多数试样，声发射事件仅在试样破坏时才能观察到。周小

平、张永兴等【143】利用损伤力学理论研究了细观非均匀性岩石拉伸应力应变关

系，分析了岩石的细观各向异性对全过程应力应变关系的影响，提出产生应力

跌落和应变软化的主要原因是损伤和变形局部化。张德海，朱浮声等[144]用三

维梁一颗粒模型BPM3D(Beam．Particle Model in Three Dimensions)对岩石材

料在单轴拉伸条件下的力学性质和破坏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岩石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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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宏观破坏是由于其内部细观裂纹产生、扩展、连接的结果。

岩石裂隙的萌生、扩展、贯通是导致材料破坏的直接原因，因此对岩石内

裂隙扩展贯通机制的研究成为岩石力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裂隙的扩展贯

通机制揭示了材料的破坏规律，对理论研究和工程实际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关于压缩荷载作用下，内置和表面裂隙的扩展机制研究成果已经较多。但由于

试验技术方面的问题，目前对拉伸荷载下内置裂隙和表面裂隙扩展演化规律的

研究极少见到。众所周知，岩石等脆性材料在拉伸条件下为脆性断裂，很小的

拉伸应力就会导致材料的突发式断裂。即使在压缩荷载环境下，材料内部还是

存在拉应力区，会导致裂隙的扩展、贯通，材料力学性能会逐渐劣化，最终导

致工程结构的失稳破坏。因此开展拉伸条件下裂隙扩展演化规律的研究具有重

要理论意义和工程意义。

在实验岩石力学中，拉伸荷载作用下的研究要比压缩荷载少的多，这固然

是由直观上岩石在大多数场合是处于受压状态，在实用上抗压强度相对更直接

些。但不可否认，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从岩石破坏的现象看，即使是压缩破

坏，多数情况下都与岩石内部拉应力下裂隙扩展演化有关。因此，岩石材料拉

伸和压缩条件下的受力变形特征紧密相连，并可望随着两者研究的进展、结果

的比较和分析，进一步揭示岩石破坏现象的机理和本质，推动岩石力学学科的

发展[137]。

1．2．4数值模拟研究现状

目前，数值模拟是解决岩土工程问题的有效手段，它己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岩土体稳定性、岩土工程设计和岩土工程基本问题分析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飞速发展，数值分析方法成为解决工程问题的重要手段，为工程实际问题的设

计与施工发挥了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已得到学术界和工程界的广泛

重视。

数值方法逐渐被用到裂隙岩体的破裂分析研究之中。计算力学、数学和岩

土工程界的许多专家对岩土力学常用数值计算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45。491。

目前主要的数值分析方法包括：有限元法【1501(FEM，代表性软件为ANSYS)、

有限差分法(DFM，代表性软件为美[]ITASCA公司的FLAC)、边界元法f151小3】

(BEM，代表性软件为FRANC3D)、离散单元法(DDA)、和流形元法(NMM)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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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网格方法(EFGM)等。

对于复杂的岩体而言，目前还没有很理想的数值模拟方法能够较真实地描

述实际岩体的力学行为和破裂过程。近几年来，唐春安等采用基于岩性的

Weibull分布模型开发的RFPA2D和RFPA3D有限元软件对含裂隙、孔洞缺陷的

裂隙体破裂模式、破坏机制、岩体的尺寸效应和均质度对强度的影响等一系列

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其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取得了较好的一致性‘154。591。但

由于三维裂隙岩体的计算量极大，普通的个人计算机难以承受。

值得一提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工作组(Cornell Fracture Group．CFG)开发

了基于边界元方法的三维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一3D)，

具有建模、应力分析、应力强度因子计算、裂纹自动扩展等功能。FRANC3D

对三维内置或表面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准确，计算效率高，与理论与

试验结果吻合较好。戴峰，王启智[160l(2004)J手JFRANC3D研究了有限宽切槽对

CCNBD断裂试样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计算结果与前人所用有限元方法得到的

结果非常接近。Xinke Xiao、Xiangqiao YanU6tl(2007)用FRANC3D研究了半圆

形表面裂纹尺寸与试件高度之比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综上所述， 岩体中节理裂隙的起裂、扩展及其贯通是引起节理裂隙岩体

失效的根本原因，并且裂隙的不同空间展布控制着裂隙岩体的破坏模式、变形及

强度特性。但是，有关三维裂隙扩展试验研究、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研究方面

的系统成果还报道很少，尤其对拉伸荷载作用下裂隙扩展演化规律及其对材料

强度的影响的研究成果极少见到，并且所见的研究工作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本

文选题正是基于以上思路，并结合相关课题多年来对裂隙岩体力学特性的研究、

探索， 主要针对单轴拉伸荷载作用下含三维裂隙试件的破裂模式、损伤演化

断裂过程及裂隙对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进行了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

1．3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1．3．1研究思路

长期以来，在裂隙的扩展、相互作用和贯通的研究方面，为了避免三维裂

隙研究中所出现的数学上的和试验上的巨大困难，以往的研究大多数采用具有

二维预置穿透裂隙模型进行研究，得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从已有的二维裂隙

扩展情况可知：新裂纹从预置裂隙的尖端部分向外扩展(称翼裂纹)，裂隙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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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荷载增加而扩展，直到材料劈裂为柱状为止。而在三维模型中，裂隙的扩展

更加复杂。因此，将二维情况下的试验结果用于实际上处于三维几何形态的裂

隙岩体，会在工程实践上引起较大的偏差，甚至产生谬误。目前，岩体中三维

裂隙扩展演化机制仍然没有完全弄清，对裂隙间相互作用机理以及引发岩体失

效的机制也所知甚少。

以往的三维裂隙扩展试验几乎都是在单轴压缩条件下进行的，这主要是由

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自然界中的岩体大多处于压缩荷载作用下，因此研究

压缩状态下岩体力学行为比较直观；其二，由于试验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原因，

岩石等脆性材料的拉伸试验较难实现。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逐

渐发现，即使在压缩情况下岩体局部仍然存在拉应力区。由于岩石等脆性材料

的抗拉强度远小于抗压强度，因此拉应力区成为岩体受力的薄弱环节。岩体中

裂隙在较小拉应力下就开始扩展、贯通而导致整体破坏。随着试验技术的发展，

采取一定手段即可实现岩石材料的单轴拉伸试验。因此目前开展三维裂隙岩体

的单轴拉伸试验研究，以探索岩体材料中三维裂隙的扩展演化规律，研究裂隙

扩展演化对材料强度的影响，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1．3．2主要研究内容

物理试验是研究裂隙扩展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研究岩体力学特性的基础。

数值模拟是解决岩土工程问题的有效手段，目前已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岩土工程

设计、稳定性计算等分析工作中。本文综合采用物理试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

方法，研究了含三维内置和表面裂隙岩体材料在单轴拉伸条件下，裂隙的扩展

演化规律以及对材料强度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

l、参照砂岩的物理和力学参数，配制一种可替代砂岩进行试验的类岩石材

料，材料中要方便预置三维裂隙。确定一种或多种岩石材料单轴拉伸试验方法

和技术，并研制岩石材料单轴拉伸试验装置。研制内置三维裂隙定位仪器，以

准确方便的布设特定角度、位置和数量的三维裂隙。

2、在刚性伺服试验机上对含不同倾角、不同间距、不同数量内置裂隙试件

进行单轴拉伸试验，找到其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分析裂隙角度、间距、数量与

含裂隙体强度的关系。分析总结三维内置裂隙角度、间距、数量对拉伸裂隙扩

展演化规律的影响。

3、在刚性伺服试验机上对含不同倾角表面裂隙试件进行单轴拉伸试验，找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到其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分析裂隙角度与含裂隙体强度的关系。分析总结三维

表面裂隙角度对裂隙扩展演化规律的影响。

4、利用FRANC3D软件分析不同内置和表面裂隙前缘的复合应力强度因子

和应变能释放率分布，利用复合断裂准则判断裂隙起裂位置，分析预置裂隙的

扩展演化路径。

5、综合分析物理试验和数值模拟的结果，总结含三维裂隙岩体拉伸断裂的

力学特性、断裂机理，提出一些对实际工程有价值的建议。

1．3．3研究创新点

1、研制一种物理、力学参数与砂岩接近的类岩石材料，并可方便埋设裂隙。

2、设计加工了专门用于脆性材料单轴拉伸试验的试验装置(包括拉伸试验

夹具和轴向定位装置)和三维裂隙定位仪器。

3、进行含三维内置和表面裂隙岩石材料的单轴拉伸试验，以确定三维裂隙

对材料力学特性以及断裂机理的影响。

4、利用专业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分析不同角度、间距、数量的三维深

埋和表面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和应变能释放率分布，分析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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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裂隙扩展基本理论

2．1岩体断裂的裂隙效应

1920年，Griffith对玻璃和陶瓷等构件的强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

他注意到这样两个事实，即固体的实测强度比理论强度低的多，有时低两个数

量级，尽管非常小心地按照光学标准保持样品的完好性，但情况依然如此。另

外，如果固体在应力达到理论强度时破坏，则断裂时所加应力应该达到最大值，

这意味着此时弹性模量为零，因为与汽化热大致相等的所有贮存的弹性应变能

的突然释放，能使构成材料本身的原子猛烈分离。但实际上都不是这样，它们

沿比较确定的平面裂开，动能也很小。故Griffith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典型的

脆性固体必定包含许多亚微观缺陷，微型裂纹或其他常规手段无法发现的非常

小的不均匀粒子。我们把这些统称为Grimth裂纹或Gri确th缺陷。

岩石是一种节理裂隙繁多的多裂隙介质固体。这种多裂隙介质固体的力学

行为有哪些特点?需要在理论上作更深入的探讨，这就要求进行大量的试验研

究，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断裂力学是以连续介质力学为基础的，但它主要研究的是裂隙尖端的应力

奇异性，研究裂隙端部应力与位移场的强弱程度，从而构成了岩石断裂破坏的

条件，产生断裂判据。实践证明，许多脆性材料，包括岩石、水泥、陶瓷、玻

璃等，其构件在远低于屈服应力的条件下发生断裂，即所谓的“低应力脆断”，

这正证明材料中存在着裂隙效应。为了弄清楚岩石材料的裂隙效应，长江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采用三点弯曲的试验方法，将大理石，石英闪长岩和砂岩分别

做有预置裂隙和无预置裂隙的断裂破坏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裂隙的存在使岩

石的断裂强度降低，说明裂隙效应的存在。但不同岩石或相同岩石因质量好坏

不同都有不同的裂隙效应。研究结果清楚的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确切的证明裂

隙效应的存在，因此在强度力学计算中不考虑裂隙的存在，不考虑裂隙效应的

存在，完全按照均质各向同性、按纯弹塑性体来研究问题是不全面的。二是说

明用微观、亚微观等手段研究岩石结构特征的必要性，否则也是不够全面的。

总之，用微观、亚微观手段研究岩石的结构特征，用断裂力学方法研究岩石力

学特性是必要的[16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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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岩体中裂隙分类

岩体中的裂隙分两种，一种是通常所说的裂缝，极不规则；另一种具有显

著的方向性，叫做节理(Joints)。这些节理的形成是由于地球表面岩体被裂隙或

裂缝破坏，形成一些可以与相邻块体发生移动的块体，这些块体之间的裂隙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节理。节理的方向，可能有两组或两组以上。节理的形状很多，

最常见的为立方节理(如花岗岩)遍布于岩体中的节理，根据其发育程度以及对

岩体强度的控制作用，通常被分为贯通节理、遍布节理、断续节理和隐闭节理。

如果岩体中某组节理断续发育、或者与其结构体相互切割时并未将岩体完全割

离，则称该组节理面为断续节理面。当岩体的强度和变形以及破坏形态均受断

续节理组所控制时，则从工程角度将这样的岩体视为断续节理岩体。岩石无论

发生剪切的局部破坏还是整体破坏，造成破坏的根源就是岩石材料中包含有各

种尺度不同的裂隙。在众多的缺陷中，裂隙由于能引起很高的应力集中，是比

较重要同时也是对岩石破坏影响最大的缺陷之一。这些裂隙不论尺度的大小，

都能降低材料的强度，从而导致材料弱化【2J。

1、按裂隙赋存状况分类

按裂隙赋存状况可将裂隙缺陷分为穿透裂隙、表面裂隙和深埋裂隙：

①穿透裂隙：贯穿岩体厚度的裂隙，即两端都出露的裂隙称为穿透裂隙，如

图2—1a所示。通常把裂隙延伸到构件厚度2／3以上的裂隙都视为穿透裂隙，并

常做理想的尖裂隙处理，即裂隙尖端的曲率半径趋近于零，这种简化是偏于安

全的。单个穿透裂隙在分析中常常被看作是一个被压得极扁的椭圆边界来处理

的，即Griffith裂纹，也可以看成是直线段。其实这是三维裂隙的一个特殊情况，

如果L，H>>T(其中L为长度，T为厚度，H为高度)时，近似可以当作二维裂隙处

理，但是一旦出现非对称性的破坏，就不能当作二维裂隙来处理。

②表面裂隙(非穿透裂隙)：裂隙位于构件表面，或裂隙深度相对构件厚度

比较小都可以为表面裂隙处理，如图2．1b所示。对于表面裂隙常简化为半椭圆

形或半圆形裂隙面。

③内部裂隙(深埋裂隙)：裂隙包含在试样内部，在裂隙边界都没有露出试

样表面，如图2．1c所示。对于内部裂隙，分析中常将其简化为椭圆形或圆形裂

隙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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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一
(a)穿透裂隙 (b)表面裂隙 (c)内部裂隙

图2．1裂隙缺陷按赋存状况的三种分类

2、按裂隙的力学成因分类

根据断裂力学理论【162小41，按固体中的裂隙面与附加应力之间关系，从力

学上将裂隙分为三种基本状态，即张开型裂隙、滑开型裂隙和撕开型裂隙，如

图2—2所示。

X

X

(a)张开型(I)型 (b)滑开型(II)型 (c)撕开型(111)型

图2．2 裂隙按力学成因的三种分类

①张开型(I型)裂隙：是指裂隙受垂直于裂隙面的拉应力作用，使裂隙面

产生垂直于裂隙面的张开位移，见图2．2a。这种是工程中最常见的一种裂隙模

式。

②滑开型(II型)裂隙，也叫剪切型裂隙：是指裂隙受平行于裂隙面、并

且垂直于裂隙前缘的剪应力作用，使裂隙面在其平面内相对滑开，见图2—2b。

③撕开型(III型)裂隙：是指裂隙受平行于裂隙面、并且平行于裂隙前缘的

剪应力作用，使裂隙相对错开，见图2．2c。

如果裂隙同时受正应力和剪应力的作用，或正应力与裂隙成一角度，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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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时存在I型和II型，或I型和III型，称为复合型裂隙。

3、按裂隙构造分类

人们对裂隙研究的试样准备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天然的试样，另一种

是在模拟材料或天然材料中预置裂隙来构造裂隙。预置裂隙事实上是非常普遍

的，并且在岩体中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预置裂隙通常不是简单地在一个完好材

料中尖的、狭小的、细长的裂缝，这样的裂缝的宽度通常指仅仅只有几个内部

原子的距离。实际上发育好的岩体中的开裂缝通常差不多有10万倍原子的距离。

这些预置裂隙通常又可分为连续和断续，它们各自又可分为闭合(Closed)和张开

(Open)裂隙。

4、其它一些分类方法

根据裂纹萌生时的受力情况还可分为如下几种形式：拉裂纹(Tensile

crack)，剪裂纹(Shear crack)、撕裂纹(Tear crack)。根据扩展裂纹的不同几何形

态， 裂纹还可分为翼裂纹(Wingcrack)、反翼裂纹(Anti-wing crack)和贝壳裂纹

(Shell crack)和花瓣状裂纹(Petal crack)等等；根据裂纹扩展出现的先后顺序又可

分为主生裂纹(Primarycrack)和次生裂纹(Secondary crack)等。

2．3断裂力学基本理论

2．3．1 Gr iffith的断裂强度理论

经过大量的观察和试验，Griffith认为任何固体材料其内部和表面总会存在

或形成一定数量和具有一定尺寸的裂纹。同时他运用能量平衡的原理对脆性材

料做断裂强度分析，认为固体的破坏是裂隙扩展的结果。裂隙不稳定扩展的条

件是裂隙扩展所释放的弹性应变能和形成新表面所吸收的表面能之间的失稳现

象所引起的。

Griffith研究了如图2．3所示的厚度为f的薄平板。两端施加均布荷载，处

于平衡状态后，两端固定，构成能量封闭系统。板内的总应变能为“，然后设

想在板内开一长为2口的贯穿裂隙，则裂隙处形成了上下两个自由表面，原来作

用在此两表面位置上的拉应力消失了，同时上下自由表面发生了相对张开位移，

消失掉的拉应力仃对此张开位移做负功，使板内的应变能由原来的值玑减小到

(U。一U)，即应变能降低了U+。注意到板的上、下端是固定的，外力不做功，

外力势能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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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开裂隙前状态 (b)开裂隙后状态

图2-3 Griffith薄平板

Griffith根据Inglis(1913年)对“无限大"薄平板内开一个扁平贯穿椭圆

裂隙后分析得到的应力场、位移场计算公式，得出当椭圆孑L短轴尺寸趋于零时，

应变能的改变为：

：—7F,a2—0-2 t：—R-o-2—A2U (2．1)=——=—— L：z—1)

E 4Et

式中A=2at，为裂隙单侧自由表面面积。

另一方面，由于裂隙处新形成了两个自由表面，从而有表面能的增加，设y

为表面能密度，则总的表面能为：T=2ay。

因此，开一个贯穿裂隙后薄平板相对初始状态的总势能为：

P=-U+T：一—Ircr2—A2+2Ay (2．2)
4Et

总势能为极大值时裂隙处于不稳定平衡状态，可得：

—rccr—2A：2y (2—3)——=y k Z—j，

2Ef
。

式(2．3)表明，当裂隙扩展单位面积释放的应变能恰好等于形成新表面所

需表面能时，裂隙就处于不稳定平衡状态；若裂隙扩展单位面积释放的应变能

大于形成新表面所需能量，裂隙就会失稳扩展：当此应变能小于形成新表面所

需表面能，裂隙就不会扩展(处于静止状态)。

由(2．3)，若给定裂隙长度，则临界应力为O"c：√堡；若给定应力，则
Y 7ra

裂隙临界尺寸为ac：墨。
Griffith理论研究的仅限于材料是完全脆性的情况，而绝大多数金属材料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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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前裂尖存在塑性区域，不能应用该理论。

2．3．2 0rowan理论

Orowan理论是Grimth理论的一个修正，把它推广到塑性材料情况。Orowan

通过对金属材料裂隙扩展过程的研究，指出裂隙扩展前在其尖端附近会产生一

个塑性区。因此，提供裂纹扩展的能量不仅用于形成新的表面所需要的表面能，

还用引起塑性变形所需的能量，即“塑性功”。

裂隙扩展单位面积时，内力对塑性变形作的“塑性功”，称为“塑性功率”，

用r表示。则总的塑性功为人=2AF。因此Griffith公式改写为：

—o-2—冗A：2(’，-4l-r)一一，-1，_I2Et
、。 。

吁乎
(2．4)

(2—5)

a：_ (2．6)c
2E(7+F)

7c6‘

以上讨论是以薄平板为例，属于平面应力情况。只要把平面应力情况得到

的公式中的E用E／0一u2)代替，即得到平面应变下的解答。

2．3．3能量释放率及其判据

从能量守恒和功能转换关系来研究裂隙扩展过程，可以更清楚的揭示断裂

韧性的物理意义。很显然，裂隙扩展是要消耗能量的。定义裂隙扩展单位面积

弹性系统释放的能量为裂隙扩展能量释放率，用G表示，则有：

G：～—0I—I：—aW—一—OU—
翩 刎 触

(2．7)

其中，Ⅱ为裂隙扩展时弹性系统释放的能量；形为荷载所做功；U为弹性

应变能；彳为裂隙面积。

定义裂隙扩展单位面积所需要消耗的能量为裂隙扩展阻力率，用R或G。

表示，则有：

R=瓯=酉aA+罟 (2-8)

其中，A为塑性功；丁为表面能。

对一定材料而言，裂隙扩展所消耗的塑性功和裂隙表面能都是材料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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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外载情况以及裂隙几何形状无关，因此G。反映了材料抵抗断裂破坏的能

力，成为材料的断裂韧度，它可由材料试验测定。

当G达到G。时，裂隙将失去平衡，开始失稳扩展。所以能量释放率断裂

判据为：

G=Gc (．2-9)

当G<q时，裂隙不扩展；当G=e时，为裂隙开始扩展的临界状态；当

G>G．时，裂隙失稳扩展。

2．3．4 I rw i n理论

Griffith理论和Orowan理论都是以能量作为衡量固体材料强度的准则。而

Irwin则主张用裂隙前缘区域应力场的强弱程度来判断固体的裂隙扩展和断裂

以及固体强度，也就是用此作为固体材料的强度准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

先分析了裂隙前缘区域的应力场和位移场。他选择了用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

来研究。直角坐标系如图2．4所示，为右手坐标系OXYZ，选择裂隙前缘轮廓线

上裂隙尖端任意点D作为原点，以】，轴垂直于裂隙平面，X轴沿裂隙前缘线的

外法线方向，Z轴指向裂隙前缘的切线方向。极坐标仍是以D点为极点，OX

轴为极轴，极坐标系选在OXY平面内。

图2-4位于裂隙前缘的坐标系

1、对于I型裂隙，其受力模型如图2-5所示，为无限大平面板，裂隙长

2口，在无限远处作用双向均匀拉应力仃。此问题的边界条件是：裂隙面上无外

力作用，即在y=0，fxl<口处，盯，=彳叫=o；在无穷远处，即121专∞处，巳=万y----O"，

f叫=0。

2l



图2-5 I型裂隙力学模型

I型裂隙尖端附近应力场的表达式如下：

呼击cos如in扣詈]吒2赢∞sjll_sm芦nij
ay：击cos外in争詈l2赢∞s互rm尹n了j
f砂2赢∞s尹ni∞08了
f矽=r弦=0

仃：=v(cr，+dy)(平面应变)

仃．：0(平面应力)

I型裂隙尖端附近位移场的表达式如下：

”=急压pm。s扣刳
V=急压p啪in知爿
w=O(平面应变)

w=一膳(crx+％)dz(平面应力)

(2—10)

(2—1 1)

其中y，日为裂隙尖端附近点的极坐标；甜，1，，w为三个位移分量；仃，，仃y，

巧：，f砂，f灯，f弦为六个应力分量；G为剪切弹性模量，’，为泊松比。

卢=慝
(平面应变)

(平面应力)

各式中共有的系数K。、KII，Km称为裂隙尖端应力场强度因子，简称为应

力强度因子(Stress Intensity Factor，简写为SIF)，它是表征裂隙尖端附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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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场强的一个有效参量，可作为判断裂隙是否将进入失稳状态的一个指标。

对于无限大板中心裂隙双向受拉情况，有：

KI=仃压 (2-12)

2、对于II型裂隙，其受力模型如图2-6所示，为无限大板中心裂隙，受均

匀剪切力作用。

图2-6Ⅱ型裂隙力学模型

II型裂隙尖端附近应力场的表达式如下：

呼一茜sin≯cos扣争
K．． 9 0 30

CYy 2蓿81nj∞08i∞08了
铲参cos知in扣争
r≈=r弦=0

O-：=’，(o-，+仃J，)(平面应变)

仃，=0(平面应力)

II型裂隙尖端附近位移场的表达式如下：

“=鲁厨豳≯～毋纠
V专厨cos扣⋯n2匀
w=0(平面应变)

w m---姜RCYx-I-CYy皿(平面应力)

(2．13)

(2．14)

上式中的Kn=f压，为II型应力强度因子。
3、对于III型裂隙，和I、II型不同，属于反平面裂隙。裂隙面沿Z轴错

开，只有Z方向位移不为零，即u=O，v=O，W不为0。其受力模型如图2—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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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无限大板中心裂隙，受均匀反平面剪切力作用。

图2．7有穿透裂隙受均匀反平面剪力的无限大板

III型裂隙尖端附近应力场的表达式如下：

铲一茜sin鲁
铲茜cos号
仃-=仃y=仃：=f叫=0

Uw三≯0雕}=v=

式中Km=r√磊，为ⅡI型应力强度因子。

(2．15)

(2—16)

2。3．5应力强度因子断裂判据

应力强度因子控制了裂隙尖端的应力、应变场，是表示场强的物理量。工

程构件内部， I型(张开型)裂隙是最危险的，实际裂隙即使是复合裂隙，为

了更加安全也往往把它作为I型来处理。

一般来说，应力强度因子可写成如下形式：

KI=a盯√翮 (2—17)

式中，仃为名义应力(裂隙位置上按无裂隙计算的应力)；a为裂隙尺寸：

a为形状系数，与裂隙大小、位置有关。

可见，对于线弹性物体来说，应力强度因子与载荷呈线性关系，并依赖于

物体与裂隙的几何形状和尺寸。当K．增大到足以使裂隙前缘材料分离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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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失稳扩展时，就达到了临近状态，这时的应力强度因子达到临界值Kk。K，，

表征了材料阻止裂隙扩展的能力，是材料抵抗断裂的一个韧性指标，称为断裂

韧性。

因此，脆性断裂的应力强度因子判据可表示为：

KI=KI。 (2—18)

应力强度因子和应变能释放率G的对应关系如下：

G。：譬，G，。：拿，GII。：华 (2-19)
丘 15 丘

式中，E’=E(平面应力状态)，E’=去(平面应变状态)。
l一1，。

由式(2．19)可知，应力强度因子和应变能释放率有对应关系，应力强度

因子不仅表示裂隙尖端附近弹性应力场的强度，而且它的平方也确定裂隙扩展

时所释放处的能量率。所以在线弹性断裂问题里，K断裂判据等价于G断裂判

据。

2．3．6复合型裂隙脆性断裂准则

实际试件中的裂隙大多是复合裂隙，并且多处于组合应力场中。I、ⅡI型

裂隙扩展多沿原来的裂隙面扩展，而II型裂隙的扩展则不沿原裂隙面方向，从

而形成分支状态。所以凡是含II型裂隙的复合裂隙，其扩展方向都不沿原来裂

隙面。

从宏观连续介质力学的观点来研究复合型裂隙的脆性断裂理论，一般可归

结为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应力参数法，另一种是能量法。

应力参数法是通过对裂隙前缘的应力应变场的奇异性的直观分析，在综合

研究试验数据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假设作为确定复合型裂隙开裂角以及临界荷

载的依据，通过断裂力学的基本原理确定其主要方程式，通过这些数学方程就

可以代表该理论的实质。应力参数法的特点是直观、简单、容易掌握，所以易

于实际应用。

能量法是根据Griffith能量平衡原理推导出来的脆性断裂理论，又称为弹性

裂隙扩展的能量平衡原理。基本思想是能量释放率，虚拟裂隙扩展而引起总势

能释放，当释放的能量等于形成新表面所需表面能时，达到临界状态，造成裂

隙扩展。裂隙初始扩展的方向就是最大能量释放率的方向，其实质就是Griff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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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型裂隙扩展理论推广到复合裂隙情况。但差别在于裂隙扩展并不沿原来的

裂隙面方向，而是沿新的分支扩展。这就带来数学计算上的困难。

l、 最大拉应力准则

Erdogan和Sih进行了I—II型复合裂隙试验，提出了最大拉应力理论，该

理论目前流行很广。最大拉应力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上：首先认为，裂隙

的初始扩展方向将是周向正应力d。的最大值方向；其次是沿这个方向的应力强

度因子达到临界值时裂隙开始扩展。

I—II型复合裂隙尖端附近区域的极坐标张应力分量是利用I型和II型裂

隙的应力计算和叠加原理求得的，如下：

％钉疆竹坍t 2南cos--02(Kl cos2i0—3KHsin0)(2-20)

周向正应力％的最大值方向为裂隙扩展的方向，对式(2-20)求偏导，令：

等一o，等砒得：
Kl sin0+KII(3cos0—1)=0 (2-21)

讨论两种特殊情况：

(1) 对于I型裂隙，KI≠0，KII=0，代入(2—21)式得裂隙扩展角

0。=O，石，0。=O对应裂隙扩展，0。=万对应裂隙闭合。可见I型裂

隙将沿裂隙面延伸，没有分支。

(2) 对于II型裂隙，KI=0，KlI≠0，代入(2-2 1)式得裂隙扩展角

0。=+70．5。，可见II型裂隙不沿裂隙面方向扩展，产生新的分支。

2、 应变能密度因子断裂判据

1974年，G．C．Sih提出了应用于复合裂隙的应变能密度因子理论，其注意

力集中在裂隙端部周围应变能密度场的奇异性上，这个能量场含有1序阶的奇

异性，幅度的大小用应变能密度因子S来表示，S对方向特别敏感，这就是S

不同于K的最基本的区别。临界值舅就能提供关于复合裂隙扩展的资料，确

定裂隙初始扩展的方向和材料的断裂韧度。

应变能密度因子S可表示为：

S=allK?+2a12KlKIl+口22Ki+口33K：I (2—22)

其中：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警(1+cos趴h咖)
％=等sino[2cos叫¨)】
％=岩陪1)(1一cos口)】+(1+cos趴3c础．1)
％=等
后：j紊专，(平面应力状态)

(2·23)

应变能密度因子预测裂隙扩展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裂隙沿着势能密

度最大的方向，即应变能密度因子最小的方向扩展。由条件：aas日=o，筹>o
确定起裂方向0。。第二，裂隙尖端应变能密度因子S达到临界值￡时，裂隙

才开始扩展。

3、 等W线上的最大拉应力断裂判据

最大拉应力理论和应变能密度理论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裂隙尖端为圆心的

同心圆上的有关力学量为依据，最大的优点是几何意义明确。但同心圆上的点，

虽然半径相同，但力学量并不处于相通状态，因此单纯比较半径相同点的力学

量缺乏明确的物理意义。为解决这种矛盾，引进了等w线上的最大拉应力理论。

W代表应变能密度，这种理论就是指裂隙尖端等应变能密度线上的最大拉应力

理论。引进∥、S、r之间的关系式：

∥：曼
r

(2—24)

其中，S为应变能密度因子，，．为应变能密度为W的单元体到裂隙尖端的

距离。

将(2．20)带入(2．24)可得： ·

旷蛊cos詈删l+cos0)-3KH sin0)】 (2-25)

式中，a。为等形线上某点到裂隙尖端的距离。

求开裂角，对上式求偏导就可以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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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o
00

—Ca2—0--0<O
002

(2．26)

4、 Griffith的最大拉应力脆断理论和判据

Griffith认为脆性材料的实际强度远低于理论强度的原因在于材料内部存

在着许多微小裂隙和不连续结构，并假定这些微小裂隙形状为椭圆形，在外力

作用下裂隙周围引发应力集中，裂隙端部曲率半径越小，应力集中程度越大，

当应力水平达到或超过固体分子间的结合力，裂隙就开始扩展，造成脆性材料

的断裂。Griffith于l924年用Inglis理论计算裂隙尖端的力学参量，可以用来

判断和分析实际岩石的断裂问题。

·--—------{●

q——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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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涤!
《瞵

心l、

图2-8 Griffith裂隙的应力状态

在曲线坐标系下，裂隙尖端附近应力为：

仃"孝。=圭[(仃。+仃，)一(0"I--(3"3)c。s2p]±丢[2(仃?+盯；)一2(仃?一仃；)c。s2pI (2．27)

式中仃啪为拉应力的最大最小值。

裂隙扩展方位角卢。由下式求得：

cos2fl。：』[譬 (2．28)。

2(al+盯3)
一

将式(2-28)代入式(2-27)得方位角为卢。时的最大最小主应力值：

吖40=老哥(2-29)
以上各公式中，符号意义为：仃，，仃，分别为最大最小主应力；％为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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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边界上最大周向拉应力；考。为裂隙形状的边界值；卢。为裂隙扩展方位角。

5、 修正后的Griffith最大拉应力理论

裂隙面之间相互接触必然会产生摩擦力，这种摩擦力问题是Griffith脆性

断裂理论中所没有注意到的。在压应力作用下，裂隙会产生闭合，闭合后接触

面上的摩擦力会影响裂隙的起裂和扩展。Meclintock和Walsh于1924年在研究

岩石的压缩状态下裂隙闭合时，提出了修正的Griffith最大拉应力理论。

Meclintock和Walsh假设，在一个闭合裂隙中，裂隙端部几何形状不变，

裂隙的整个长度一致闭合，使得压应力仃，能通过裂隙传递，而对裂隙端部的应

力没有影响。该理论提出的裂隙扩展方位角卢。和裂隙周边最大拉应力0-。分别

为：

tan2肛参

吖驴11 f而0-1--0"3十一沪帮]}
(2-30)

式中厂为摩擦系数。

6、 G．C．Sih断裂理论

单轴拉应力状态下，不管裂隙长轴与应力呈什么角度(当然与应力平行除

外)其应力集中于裂隙端部，且临界裂隙的扩展方向永远垂直于拉应力。但当

对裂隙施以单轴压应力时，其裂隙扩展方向开始倾斜与压应力，但发展到后来

则将与压应力平行。

伍 ／

r＼ —y
I 埽，·’。
、

／ ／,／-二o

／：澎／?}

／ ＼r

q

图2-9双压力下裂隙扩展

用G．C．Sih模型来确定临界裂隙方向和应力集中情况。设有一块承受最大

主应力仃。和最小主应力仃，的平板，其中有一个长轴为口，短轴为b的椭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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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孔在平面应力状态下临界裂隙的方向由下式决定：

cos 2肛12ⅣLL—o-,+o-，胎a+矿bI(糟]·岛)] 协3·，

集中拉应力为：

仃．：绁．亟二!!! (2．32)
‘4ab 仃l+仃3

集中压应力为：

O-。=一30-， (2—33)

当b远小于a时，拉应力和压应力的应力集中点都出现在靠近长轴的端部，

但不是顶端的尖部，如拉应力的集中位置由a来决定。

cos2a=丽a2+b2一(篙产矿鬻可(2-34)
裂隙的扩展不是在顶部尖端开始的，而是在图2-9中T处开始。这种压应

力状态下的裂隙扩展位置完全不同。压应力集中点位于图2-9中c点处，如果

有塑性变形也应该先由c点开始，该点的破裂由最大剪应力确定，并沿着与裂

隙边界呈45。的方向扩展。这种现象已经在纯石膏模型试验中得到证实，但有

待于进一步在脆性岩石试验中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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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维裂隙拉伸扩展试验技术和准备

近50年以来，国内外很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三维裂隙扩展贯通机

理以及裂隙扩展演化对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他们大多是以试验研究为主，结

合数值模拟方法，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

A．V．Dyskin和L．N．Germanovich(1994，2002)等人采用一些可浇铸成型的高

分子透明材料(有机玻璃、CR．39树脂、Columbia树脂等)研究了在单、双轴

压缩条件下内置币状三维裂隙的扩展演化情况，初步总结了三维内置裂隙扩展

贯通的规律，发现三维裂隙扩展情况要比二维情况复杂的多。香港黄凯珠、周

锦添等采用有机玻璃、真实岩石等材料研究了表面裂隙扩展贯通规律及裂隙间

相互作用机制。

在岩石力学试验方面，前人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在压缩荷载作用下取得

的，很少研究工作考虑到岩石等脆性材料承受拉伸荷载作用时的力学特性，也

几乎没有关于拉伸荷载作用下含三维裂隙岩体材料力学特性以及裂隙扩展演化

规律方面的研究。众所周知，宏观岩体大多处于压缩状态下，但从岩体破坏现

象上看，即使是压缩破坏，实质上都与岩体内部拉应力导致裂隙扩展贯通有关。

岩石是抗拉强度远小于抗压强度的脆性材料。由于开挖引起的卸荷区内会产生

拉应力，很容易导致内部岩体拉伸断裂，成为岩体工程安全的一大隐患。因此

开展拉伸荷载作用下，含三维裂隙岩体材料的拉伸断裂试验，总结拉伸裂隙扩

展演化规律及其对岩体整体强度影响的试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应

用价值。

前人开展的岩石力学试验中，大多采用有机玻璃、高分子树脂等均质材料，

其优点是便于观察内部裂隙扩展贯通过程。但真实岩石材料是非均质的，内部

存在无数的孔洞、裂隙、节理等缺陷，这些缺陷对材料的力学特性和断裂机制

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采用均质材料代替非均质岩石材料进行试验，和真实情

况有较大的差距，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岩石等脆性材料的单轴拉伸试验由

于技术上的原因很难实现，目前并无很成功的试验技术，这给本文的研究工作

带来较大的困难。

因此，开展本试验研究工作，首先要配制出一种能够代替岩石材料进行试

验的类岩石材料，此材料的各项主要物理力学参数都要与真实岩石接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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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质性，还要能够方便埋设内置或表面裂隙；另外要研究确定一套合理的岩

石材料单轴拉伸试验技术方案，克服前人脆性材料拉伸试验技术上的不足，保

证拉伸试验准确、方便的进行；确定试验材料及试验方案后，要确定合理的试

件形状，试件加工技术方案。

3．1 试验材料选择

真实岩体材料中包含无数的不同尺寸的裂隙、孔洞、节理、层理等缺陷，

当承受外荷载时，这些缺陷成为岩体中的薄弱环节，使得岩体在物理力学效应

的显现和传播上都显示出复杂的非连续性，非均匀性及各向异性。岩体材料物

理力学特性的复杂性给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此，试验方

法成为研究岩体力学的主要手段。岩石力学试验结果是描述岩石力学特征最基

本的，也是建立本构关系所必需的依据。试验方法也是研究三维裂隙扩展演化

规律的有效手段。通过物理试验研究可以得到含三维裂隙岩体的断裂机制，以

及裂隙对材料力学特性影响。可见，物理试验是研究含三维裂隙岩体材料力学

特性以及断裂机制的有效手段，是理论分析以及工程应用的基础。

物理试验中首先要解决试验材料选择问题，合适的试验材料是决定试验成

败的关键因素。岩石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非均质材料，这给相似材料的选择带来

了困难。国内外许多试验研究中均采用类岩石材料模拟真实岩石进行试验，取

得了一定成果。值得考虑的是，这些材料的物理力学特性是否与真实岩石接近，

承受荷载时变形破坏过程是否与真实岩石类似，这关系到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3．1．1试验材料选取原则

试验材料是决定试验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合理选择试验材料至关重要。

一般来讲，岩石力学试验材料要满足一下条件：

(1)力学性能稳定，不易受环境条件(温度、湿度等)的影响；

(2)试件的成型工艺和预置裂隙制作工艺便捷；

(3)脆性程度较高，与真实岩石接近；

(4)物理力学特性接近真实岩石或具有相似性；

(5)易于实施量测数据，例如在成型后可方便的量测材料变形；

(6)取材方便，价格便宜。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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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材料不但要符合以上条件，还应根据试验研究内容的具体情况，满足

其它特殊的要求。

3．1．2岩石力学试验材料的发展与现状

在含裂隙体损伤断裂试验研究方面，Griffith最早采用硅玻璃材料研究了单

一穿透裂隙的起裂和扩展问题，但由于玻璃在裂纹起裂后极易爆碎，所以出于

安全的考虑后来很少有人使用，而转向使用模型材料进行试验研究。在早期的

模型材料中，为了研究裂隙岩体内部裂隙的起裂、扩展、贯通过程及其相互作

用机制， 大多学者在研究二维裂纹断裂试验中常常采用以石膏等制作的含裂

隙模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实验室物理模拟。至今，石膏材料用于结构模型

试验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它属于气硬性矿物胶结料，这种胶结料通过水化作

用的化学反应实现硬化。它的主要特征与石膏粉的磨细度、掺水量、初凝时间

和终凝时间等有关。该材料的优点是：成型方便、加工容易、性能稳定等，适

用于做线弹性应力模型。但这样做虽然考虑了岩石的脆性特性，却没有完全模

拟介质内摩擦特性和破裂面的摩擦特性，所以仅采用石膏等凝胶物质制作的模

型材料在模拟岩石介质的剪胀特性方面效果不好。另外石膏材料在天然环境中

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一旦吸湿受损，就会降低材料强度。

在含三维裂隙脆性材料的研究中，采用较多的是陶瓷、树脂材料(PMMA)、

相似材料等，女lJDyskin等采用的浇铸树脂材料，Wong等采用PMMA材料。但

是，无论是浇铸树脂还是有常见的有机玻璃PMMA材料都属于增韧性有机材料，

如在其内预置裂纹，裂纹尖端在高集中应力的作用下会产生较大的塑性变形，

而且即使在一定的低温下，整个试样仍会发生较大的塑性变形。另外树脂材料

或有机玻璃为均质材料，而真实岩石材料为内含无数裂隙、孔洞等缺陷的非均

质材料，用均质材料代替非均质材料进行试验会产生一定的差距和局限性。李

术才、朱维申等研制出了一种类岩石的脆性陶瓷材料，并进行了内置三维闭合

裂纹扩展的CT试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CT图像的分辨率一般在

0．35×0．35mm2之间， 低于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虽然可以定性和定量观察岩

石内部微裂纹的形态、发展演化规律，却不能直接观测到岩石中矿物颗粒相互

作用和破坏过程，另外该陶瓷材料脆性很大，在单轴压缩荷载作用下很容易发

生岩爆，难以采集到应力应变软化阶段，并且岩爆会危及实验室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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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几十年模型试验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许多学者研制了多种相似材料

来模拟裂隙岩体进行试验，取得了许多成果。具有代表性的相似材料有：①以

石蜡为粘结剂的相似材料；②以机油为粘结剂的相似材料；③重晶石粉、砂、

石膏和水混合的相似材料。相似材料的选择和配比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试验

结果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因此相似材料的主要物理力学参数都要符合一定的相

似关系，如几何相似比、应力相似比、应变相似比、位移相似比、弹性模量相

似比、泊松比相似比、边界面力相似比、体积力相似比、摩擦角相似比、摩擦

系数相似比等。这给相似材料的选择和配比带来很大难度，一般很难全部满足

以上相似关系。而要想成功精确的获得试验结果，必须兼顾各个方面，考虑到

所有可能的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因此主要物理力学参数如不能全部满足相似

关系，将可能对试验结果有一定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误差。

研究岩石力学性能及内含三维裂隙扩展演化规律最好的材料当然是真实岩

石材料，但真实岩石中节理、裂隙等缺陷繁多，无法确定缺陷数量、缺陷形状

参数及在岩体中的位置，更无法确定哪些缺陷起主要作用，因此利用真实岩石

很难总结裂隙扩展规律及其对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另外真实岩石无法预置一

定尺寸、位置、方向、数量的深埋裂隙，因此无法研究内置裂隙扩展演化规律，

目前使用真实岩石材料的试验也大多限于研究表面裂隙情况。

由于岩石是一种非均质、非连续、各向异性的天然介质，其性质与上述相

似材料相比是有较大差异的，因此如何研制一种合理的试验材料，能够模拟真

实岩石进行物理试验，并且便捷的制作和预置三维裂隙，以观测到比较详实的

裂隙扩展过程，并研究其断裂损伤演化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3新型试验材料的研制

鉴于上述各种材料在三维裂隙扩展试验研究中的不足，本研究自行研制了

脆性砂浆材料来研究单轴拉伸荷载作用下岩体中三维裂隙萌生、扩展及贯通模

式，并对比分析裂隙倾角、裂隙间距和裂隙数量等参数对断裂强度和断裂模式

的影响，探讨三维裂隙岩体损伤断裂的力学机制。

考虑岩石材料为非均质脆性材料，因此选择不同级配、不同强度的几种材

料作为主要原料，混合后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加工成型，成型后材料的主要物理

力学参数要和真实岩石接近，进行试验能够表现出与岩石类似的受力变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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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最终选择水泥、河砂作为主要原料，配制脆性砂浆材料。为了使干观

察裂隙扩展，选用325R白色硅酸盐水泥，纯水泥抗压强度为32 5MPa，白度大

于87。：为防止河砂颗粒过大导致试件制作成型后砂粒与水泥接触面过大，形

成试件内较大的薄弱商，最终影响试验结果，因此河砂选择粒径小于5mm的中

砂。

除了上述主要麒料，还要在砂浆材料中掺加三种‘定比例的外JJu剂，分别

为：防冻早强剂、减水剂和防水剂。防冻早强剂的作用为，提高砂浆材料的早

期强度并对后期强度无届著影响，防止环境温度降低对砂浆材料强度的影响。

减水荆的作用是在不改变各种原料配比的情况下，不改变砂浆强度，同时大幅

度提高砂浆材料的流动性及可塑性，以方便制作试件和埋设裂隙。添加防水剂

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养护期间水环境导致砂浆材料最终强度降低。主要原料见图

3．I。

圈3—1特制脆性砂浆材料的主要原料

(从左至右依次为：减永剂、河砂、防冻早强剂、水泥、防水齐J．图中水未列出)

当砂浆材料的主要原料确定后，F一步工作就是根据试验要求寻找合适的

水灰比。水灰比是影响砂浆材料强度的主要参数，对于砂浆材料的力学特性影

响巨大。确定水灰比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特制砂浆材料的物理力学性

能与真实岩石接近；第二，配制的砂浆材料和易性好t便于试件制作成型以及

在内部埋设三维裂隙，还要便于脱模。经过反复尝试和验证，摄终确定特质砂

浆材料主要原料的重量配合比为：325R白色硅酸盐水泥：粒径5mm以内河砂：水

=1：2 34：0 35。按此配比制作的砂浆材料能够较好的满足上述两个条件。

砂浆材料中埋设的裂隙材料为0 25mm厚聚酯薄膜片，该材料表面十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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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可模拟非摩擦型裂隙。在含裂隙试件的拉伸试验中，在拉应力作用下裂隙

而是张开的，因此可以不考虑裂隙面间摩擦力的影响。因此采用光滑的聚酯薄

膜片模拟裂隙是符合要求的。

3．1．4特制砂浆材料物理力学性能测试

对特制砂浆材料进行物理力学参数测试，以确认其作为真实岩石的替代品

进行试验符合要求，是非常重要的。要测试砂浆材料的物理力学参数，首先要

按照试验标准的要求，把该材料制作成标准形状的试件。国际岩石力学学会

(ISRM)对岩石强度试验所使用的试件形状、尺寸等都有规定。本研究中所用

的试件形状为圆柱体，底面直径为D为50mm，高度日为1 00mm。为此，本试验

中专门设计加工了一套圆柱体钢模具。物理力学参数测试所用试件形状、尺寸

及配套钢模具见图3．2。

H

霹◆
图3．2圆柱体试件形状参数及配套模具图

圆柱体标准试件的制作过程为：按比例秤取不同质量的原料，均匀混合后

倒入小型搅拌机中搅拌240秒；安装好模具，并于内部均匀涂抹一层润滑油，放

于小型振动台上；将搅拌的混合料倒入模具内，整体振动1 80秒，此时模具内材

料的均匀性和密实性较好；完成以上操作后，在一定湿度和温度条件下将试件

养护7天后，取出晾干，编号进行试验。

对养护完成的试件进行物理力学参数测试，主要目的是测得特制砂浆材料

的弹性模量E，泊松比y，抗压强度仃，，抗拉强度仃，，断裂韧性足Ic，容重7等

重要参数。其中，E，v，盯，通过标准试件的单轴压缩试验来测定，仃，通过单

轴直接拉伸法和巴西劈裂法相结合的试验方法来测定，K．，通过三点弯曲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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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特制砂浆材料的主要物理力学参数测得后，与真实岩石进行比较，发现砂

浆材料的物理力学指标均在砂岩范围内，见表3．1。该材料拉压比为1／12．6，表

现出良好的脆性。在受力变性过程中，砂浆材料表现出和砂岩类似的力学特性，

因此该材料代替砂岩进行力学试验符合要求。

表3-1砂浆材料和砂岩的主要物理力学参数

抗』盘强度 抗拉强度 弹性模量 泊松比 断裂韧性 密度
参数

o。／MPa ot／MPa E／Gpa V KIc／MPa·mo·5 P／g·cm。3

特制砂浆 35．54 2．82 17．92 O。192 O．512 2．3

砂岩 20～170 4～25 4．9～78．5 O．02～0．2 O．22～2．26 2．1

3．2岩石材料直接拉伸试验技术

以往的岩石力学试验几乎都是研究压缩荷载作用下，裂隙岩体受力变形特

征以及内含裂隙的扩展演化规律，很少见到单轴拉伸荷载作用下相应的试验研

究成果。这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第一，自然界中的岩体大多处于压缩状态下，

研究压缩荷载作用下裂隙岩体力学特性比较直观；第二，由于技术上的原因，

岩石等脆性材料的单轴拉伸试验较难实现。岩石为脆性材料，抗拉强度仅为抗

压强度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在岩体工程中由于开挖等因素产生的拉应力

区中，较小的拉应力就容易导致拉伸裂隙的萌生、扩展和贯通，导致岩体的低

应力脆性断裂事故的发生。从微观角度上来讲，所有岩石的破坏行为中都受到

拉应力因素的影响。可见对于裂隙岩体在单轴抗拉荷载作用下的力学特性和裂

隙扩展演化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岩石抗拉强度的测定，目前一般采用间接受拉的方法，即劈裂法。劈裂法

测试岩石抗拉强度存在以下问题：①荷载使试件沿径向破坏，并非全试件即时

劈拉断裂；②测得的抗拉强度数值不太准确，离散性较大；③试件表面粗糙，

线性加载也不能保证均匀；④变形特征与抗压变形特征差别较大【1651。另外劈

裂法并非单向受力状态，在受力状态上与直接拉伸试验存在较大差异。劈裂法

的缺点和不足导致其测试结果与真实情况有一定的偏差。

由于试验设备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岩石材料的直接拉伸试验较难实现。但

岩石直接拉伸试验结果准确性高，可以得到岩石拉伸的应力应变曲线，进而有

助于分析岩石材料拉伸时的受力变形过程。从很多方面来说，岩石直接拉伸试

验都比劈裂试验优越。并且通过改进已有技术，岩石材料的直接拉伸试验也可

37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较方便和准确的实现。

3．2．1目前主要的岩石直接拉伸试验方法

岩石材料单轴拉伸试验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保证轴心受拉。目前主要有四种

试验方法，分别为内埋拉伸件法、拉压转向法、夹具法、黏结法，这四种直接

拉伸方法各有利弊，详情如下：

1、内埋拉伸件法【166】：该方法中所用试件形状为变截面的棱柱体，试件端

部扩大，在扩大处预埋钢筋拉伸件。试验时拉伸试验机夹住钢筋拉伸件进行拉

伸试验，试件形状及拉伸件布置见图3．3。采用该方法拉伸时，试件均匀段断

裂几率高，但缺点是试件制作复杂，且预埋拉伸件难以精确定位，容易导致偏

心受拉。

图3．3内埋拉伸件试件图(宋玉晋，2003)

2、拉压转向法【诌7】：该方法基本原理为，设计加工一个拉压转向器，在试

验机上施加压缩荷载，通过拉压转向器转化为拉伸荷载直接作用于岩石试件上，

导致岩石拉断。一般岩石试件是通过黏结剂安装在拉压转向器的拉块上，在通

过螺栓连接到安装于转向器中。拉块需由高硬度钢材经过机械精加工而成，上

面有岩石试件定位槽，因此这种方法对岩石端部平整度和平行度要求非常严格，

如果不能达到试验规程要求，则会导致偏心受拉。并且该拉压转向器的刚度对

试验结果影响很大，在受压过程中，钢质材料会产生一定的变形，干扰试验结

果的准确性。此方法还有个缺点，就是试件置于拉压转向器中，无法观察到试

件破坏过程。

3、夹具法【167】：在轴向拉伸试验中，拉伸试件装卡在试验机的上、下夹头中，

不同的装卡方式与试件形状对测试结果影响很大。轴拉试验理想的试件形状及

夹持方式应满足：①荷载应确保轴向施加，使试件断面上产生均匀应力，沿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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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方向有一应力均匀分布段，并且断裂在均匀应力段的概率高；②试件形状应

易于制作；③试件夹具及与试验机的装卡简单易行，且能重复使用。目前采用较

多的外夹式是利用磨擦力夹持长条形抗拉试件尾部，如图3—4所示，但一般在夹

持处容易产生应力集中，对于岩石等脆性材料，断裂易发生在试件夹持部位。

图3．4外夹式直接拉伸试验方法及试件截面应力分布

4、黏结法【168】：通过高强度黏结剂把试件直接黏结在试验机拉头上，待到

粘结力达到所需强度后进行直接拉伸试验的方法，见图3—5。此方法中，试件端

部经过精确磨平达到试验规程要求后，可保证轴心受拉。试件中应力分布较夹

持式或埋入式要均匀得多，断裂发生在均匀应力段的概率较高，是较为理想的直

接拉伸方法，但黏结剂的选择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试验的成败，并且由于试

件直接在试验机上黏结，占用实验室资源较大，试验周期较长。

图3．5粘结拉伸试验方法

剂

3．2．2改进的直接拉伸试验方法和技术

综合比较以上四种岩石直接拉伸试验方法的优缺点，结合本试验研究的实

39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际情况，经分析确定本试验采用黏结法为主，夹具法为辅的直接拉仲方法。为

了克服同曲黏结和夹具直接拉伸方法中的缺点和不足，保证试件轴心受拉，对

村人所用的拉伸试验装置进行了改进，最终设计加工了一套黏结拉伸试验轴向

定位装置和一套砂浆材料直接拉伸试验夹具，

1、砂浆材料黏结拉伸轴向定位装置

在以前的脆性材料直接拉伸试验中，黏结拉伸法使用的最多，其原田是黏

结拉忡法中试件截∞J上应山分布最均匀，因此得到的试验结果可靠度更高。但

以往的黏结拉伸试验中．大多是把试件直接黏结在试验机的拉头上，等到黏结

剂固化达到强度后方可进行试验，冈此占用试验机资源很大，试验效率很低。

特别是刘f一些黏结后还需进行再加工的试件(如透明树脂材料，黏结后还需

冷冻)，这种方法会有很大的不足。另外将试件直接黏结在试验机拉头上，很

有可能在黏结的时候由于人为原因造成偏心，最后导致试什偏心受拉，试验结

果不可靠。

为此，特没计加工了一套用于岩石等脆性材料黏结拉伸的轴向定位装置，

其结构和使用方法如图3—6所示。该轴向定位装置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轴向定

位桩和两个“T”碰滑条，全部由高硬度钢材制成。下定位滑条通过螺栓崮定

于试验机上，上滑条与黏结着试件的钢垫板相连。试件黏结于钢垫扳后同定』‘

试验机传感器上以后，轴向定位桩可沿上下滑条自由滑动，也可自由旋转，起

到轴阳定位作用，确保试件轴心受拉。

采片j该轴向定位装置进行砂浆材料的直接拉伸试验结果表明，该装置能有

效进行轴向定位，试件中段受力均匀，试验成功率较高。

图3-6轴向定位装置结构及工作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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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进的砂浆材料真接拉伸试验夹具

前人所用的夹具法，是用夹头依靠摩擦力夹住均匀试件，再施加拉伸荷载

至试件破坏。这种方法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根难保证轴心受拉。如果试

件侧面稍有不平整的地方，则侧夹板会引起偏心。另外没有专门的轴向定位装

置，施加拉伸荷载时很容易发生偏向。第二是夹具夹持部位存在较高的应力集

中，因此试件往往不是在均匀拉伸段断裂，而是在夹持部位破坏。鉴于以上两

点问胚，前人所用的夹具法成功率较低。

要想采用夹具法进行单轴拉伸试验，就必须针对前人方法中的不足进行必

要的改进。首先为确保试件的轴心受拉，因此特蹬计加工了一套转向装置，安

装在试件夹具的两端，可根据拉力方向自动调节试件轴心方向；其次为避免夹

持部位应力集中过大导致试件夹坏，设计试件形状为端部扩大的“狗骨头”型，

并在夹头和试件中垫一层硬质橡胶，以降低应力集中程度，确保试件在均匀段

拉断。本改进夹具构造及试验过程，见图3—7。经试验验证，改良后的夹具能充

分保证试件轴心受拉．能有效的降低夹持部位的应山集中程度，脆性材料直接

拉伸试验的成功率较高。

圈3 7改良后的拉伸夹具构造及其试验过程图

3．2．3主要试验装置和测试系统

本试验所用主要加载装置为山东大学岩土与结构1：程研究-扣心自行

研制的3000KN全数字电波伺服控制刚性二轴岩石试验机，见目3-8。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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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传感器分别为100KN荷载传感器、±5mm位移传感器。单轴拉伸试验

采用位移控制加载方式，由±5mm位移传感器控制，加载速率为

O．002mm／s。采用位移控制加载可得到试件受力变形全过程曲线。试验机自

带的计算机数据采集及绘图系统记录加载过程中的荷载～位移关系曲线、

应力一应变曲线，由此反映试件加载过程中的强度发展及试样变形，分析

确定试件的各项力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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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伺服控制刚性试验机

3．3试件制备

3．3．1试件和裂隙的形状与尺寸

本试验以改进的黏结法为主，夹具法为辅，进行了砂浆材料的单轴拉伸试

验，为降低试件黏结部位和夹持部位存在的应力集中，经研究确定试件形状为

端部扩大的“狗骨头”型，既便于端部黏结，也利于夹具夹持，并且端部扩大

部分能有效的降低应力集中程度。在试件几何中心位置埋设不同角度、不同数

量、不同间距的椭圆形内置裂隙或半椭圆表面裂隙，试件及内置裂隙(以45。

单内置裂隙为例)的形状和尺寸见图3-9。图中具体尺寸为：端部扩大型试件

整体尺寸Wo×I-／o×To=100mm×200mm×50mm；试件端部扩大段高度H1-

凰=50mm；均匀段形状为长方体，尺寸为∥×H×T=50mm×100mm×50mm，

均匀段与扩大段由光滑的弧面连接，以降低该段的应力集中效应；内置裂隙为

椭圆形，尺寸为2a×2b=20mm×1 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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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件正面图 (b)试件侧面图 (c)裂隙形状

图3-9试件和裂隙的形状及尺寸

3．3．2试件模具和裂隙定位工具

试件形状和尺寸确定后，为了方便快捷的进行制作，特设计加工了两套钢

质模具。目前存在的脆性材料试件制作模具结构都比较复杂，使用不方便，效

果不好，制作成本较高。本模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前人设计模具的不足，

具有结构简单、拆卸方便、成本低、制作效果好的优点。本模具包括侧面板、

端面板和底板，侧面板和端面板通过高强螺栓连接，底板上设有防水槽，既可

防止底板漏浆，又能方便模具的拆装，侧面板和端面板通过防水槽与底板连接，

模具的具体结构和连接方式如图3．10、3．11所示。

】

】、＼ ／／

／厂 、、

(a)正面图 (b)侧面图

图3．10端部扩大型试件模具结构示意图

(图中1为侧面板，2为断面板，3为底板，4为防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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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模具外观图(图中模具己绑定裂隙)

为研究裂隙岩体中三维裂隙的扩展演化规律及其对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

需在砂浆材料中预先埋设不同角度、不同间距、不同数量的内置和表面裂隙。

裂隙材料选用聚酯薄膜片，以模拟拉伸荷载作用下的非摩擦型裂隙。三维裂隙

的准确定位(倾角、空问位置等)是试验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分析试验结果的

基础。但是目前在三维裂隙试验中裂隙定位大都采用目测的方法，并没有专门、

准确的三维裂隙空间定位装置。目测的方法精确度不高，所布置裂隙的位置不

确定，这将降低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试验

中特别设计和加工了一套三维裂隙制作空间定位装置。

本三维裂隙空间定位装置，包括纵向定位直尺、横向定位直尺、角度定位

器和裂纹定位面板。纵向定位直尺通过卡槽与横向定位直尺相连，使得横向直

尺可沿纵向方向自由移动，起到纵向定位的作用；横向定位直尺由通过滑动槽

连接的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可沿槽横向自由移动，以实现横向定位；角度

定位器和裂隙定位面板固定于横向定位尺的上部分，可随上部沿滑槽横向移动；

裂纹定位面板上放置预置裂纹片，可绕中心轴转动，以实现角度定位。可见，

适用该装置可实现裂纹定位面(预置裂纹位置)的纵向、横向、角度定位，改

变定位尺的高度可以实现高度方向定位。本裂隙定位装置具有结构简单、使用

方便、定位准确等优点，其结构组成如图3．1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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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面图 (b)侧视图

3．12三维裂隙制作空间定位装置结构图

(图中1：纵向定位直尺；2：横向定位直尺；

3：角度定位器；4：裂纹定位面板；5：模具；6：滑动槽。)

3．3．3试件的制备过程

在确定了试验所需的各种材料和配比之后，按照试验研究方案制作所需的

各种试件，包括完整试件，含三维内置裂隙试件和含表面裂隙试件。由于含三

维裂隙试件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对试验的最终结果也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以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试件的制作步骤。

1、称重。按照试验已确定的各种材料的配比，用电子秤秤取单个试件所用

的水泥、河砂、水等主要原料以及防冻早强剂、防水剂、减水剂等外加剂。

2、搅拌。先将水泥、河砂、防冻早强剂、减水剂这些固体颗粒材料放入小

型搅拌机中搅拌120秒，至各种材料混合均匀；然后将防水剂放入秤取的水中，

手工搅拌均匀；最后将水和防水剂的混合液体倒入搅拌机中，再搅拌120秒；

搅拌完成后的砂浆材料各组分混合均匀，整体表现出较好的和易性。

3、准备模具和定位裂隙。搅拌混合料的同时，将试件成型模具组装好置于

振动台上；用三维裂隙制作空间定位装置定位三维裂隙，并将裂隙用棉线绑定

于模具内；之后在模具内表面涂抹一层润滑油，以便于试件成型后脱模。

4、填料。开启振动台，将拌和好的砂浆材料分层放入模具，逐层振动，要

保证模具内砂浆材料均匀密实，气泡充分溢出。直至材料填满模具后，表面自

然流出。整个过程持续1 80秒。

5、试件成型和养护。将装好料的模具放入温湿养护箱中，温度设定为38℃，

养护两天试件成型后取出并脱模；脱模时要格外小心，因为材料脆性较高，稍

有不慎容易导致试件中产生裂隙甚至破坏；最后将脱模后的试件放入养护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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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养护7天使其达到预定的强度，之后取出置于通风处，待其内部水分蒸发

后即可进行试验。

试件制备中所用的主要设备如3—1 3所示。制备成功后的部分试件如图3—1 4

所示。

(b)振动台 (C)养护箱

图3．13试件制备中所用的主要设备

图3．14部分试件

3．4本章小结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分析比较了以往三维裂隙岩体断裂机理试验中所用各

种材料的优缺点。结合本试验情况，研制了脆性砂浆材料，其物理力学参数与

砂岩接近，代替真实岩石进行试验可表现出类似的受力变形特征，并且该材料

方便埋设三维裂隙。由于目前的岩石材料直接拉伸试验技术不成熟，故改进了

以往采用较多的夹具法和黏结法，设计加工了适用于砂浆材料单轴拉伸试验的

端部扩大型试件模具、与试件形状配套的夹具以及黏结拉伸轴向定位装置。本

试验采用改进的黏结拉伸法和夹具拉伸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鉴于试件中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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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定位的困难，专门设计了一套三维裂隙制作空间定位装置，能方便、准确

的进行三维裂隙布置。试验中所采用试件形状为端部扩大的“狗骨头"型，详

细介绍了采用特制砂浆材料制作试件的过程和注意事项，最终制备了各种含三

维内置和表面裂隙的砂浆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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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维裂隙拉伸扩展试验结果与分析

岩石无论发生何种方式的破坏，其造成破坏的根源都是岩石材料中包含的

各种不同类型的缺陷。这些缺陷不论尺度大小，都能使材料的强度降低，从而

导致材料力学性能的劣化。在众多的缺陷中，裂隙缺陷能引起很高程度的应力

集中，是对岩石材料破坏影响最大的缺陷之一。因此对裂隙扩展演化规律以及

裂隙对材料力学特性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目前，关于二维裂隙扩展演化规律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二维裂隙不能

很好的反应真实情况，会带来较大的误差。近50年来，有关三维裂隙扩展规律

的研究逐渐增多，国内外很多学者选用透明的均质材料(如树脂材料、PMMA

等)进行研究。透明均质材料的优点是可以清晰的观察到裂隙扩展过程，但其

力学性质和真实岩石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大多数透明材料

是塑性材料，即使在低温下仍然存在塑性特征，尤其对于裂隙尖端应力集中区，

塑性变形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而真实岩石为脆性材料，其断裂过程是突发式

的，因此用这些材料模拟真实岩石会有一定的误差；其二，真实岩石为非均质

材料，其内部缺陷对力学特性有重要的影响，而均质材料则忽略这一点，从而

会带来误差。因此本文选用力学特性与真实岩石接近的特制砂浆材料进行试验，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另外，目前三维裂隙扩展试验研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压缩荷载作用下进行

的，对于拉伸荷载作用下相应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其实，自然界和工程应用

中的岩石不论以何种方式破坏，归根结底都是内部拉应力导致的破坏。随着岩

体工程应用的增多，人们逐渐发现在施工中经常会遇到拉应力区，它的存在成

为影响工程安全的重要环节。岩石是脆性材料，其抗拉强度仅为抗压强度的几

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即使是承受轻微拉力就有可能导致破坏，因此开展拉

伸条件下，岩石材料中三维裂隙扩展演化规律及其对材料力学特性影响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采用上一章所述的特制砂浆材料及脆性材料直接拉伸技术，研究了单轴拉

伸条件下，端部扩大型试件中所含的三维内置裂隙和表面裂隙的扩展演化规律，

以及裂隙的扩展对砂浆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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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砂浆材料单轴拉伸力学特性

在开展含三维裂隙砂浆试件拉伸试验之前，进行了不含预置裂隙的完整砂

浆试件的单轴拉伸试验，得到了完整试件的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观察了拉

伸破坏过程，并与砂浆材料单轴压缩试验曲线和破坏过程进行了对比研究。试

验发现，单轴拉伸荷载作用下，砂浆材料应力应变曲线形状与单轴压缩曲线形

状差别很大，破坏过程也有明显的差异。这说明对于砂浆这种脆性材料，分别

承受拉伸和压缩荷载作用时，材料的受力变形过程及破坏过程有明显的差别。

4．1．1砂浆材料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分析

单轴拉伸装置连接部件较多，各部件之间空隙的存在容易导致位移误差，

影响试验结果准确性，因此在进行砂浆材料单轴拉伸试验时，先预加轻微拉力，

再将拉伸位移进行清零，以消除装置部件间空隙的影响，得到精度较高的试验

曲线。不含预置裂隙的完整砂浆试件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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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砂浆材料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观察并分析完整砂浆试件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可知，单轴拉伸条件下砂

浆材料的受力变形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对应应力应变曲

线上OA段(彳点应力为峰值应力的13．8％)，为孔隙、裂隙等缺陷的张开阶段，

即试件中原有的闭合微裂隙或微孔洞等缺陷在拉伸应力作用下逐渐张开，形成

早期的非线性变形，应力应变曲线呈轻微的上凹形。由于砂浆材料为非均质材

料，内含的微裂隙和微孔洞较多，因此应力应变曲线初期非线性较明显。第二

阶段，对应应力应变曲线上AB段(B点应力为峰值应力的83．5％)，为弹性变

形阶段，即此阶段变形以弹性变形为主，曲线形状近似直线形。弹性阶段在应

．49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力应变曲线硬化阶段所占比例最大，控制着试件在硬化阶段的受力变形特征。

此阶段试件内聚集了大量的弹性应变能。第三阶段，弹塑性变形阶段，即材料

的不稳定破坏阶段，对应图中BC段。此阶段试件不但发生弹性变形，还存在

不可恢复的塑性变形。材料中裂隙、孔洞等缺陷扩展速度加快，并相互贯通，

导致应力应变曲线呈非线性。弹塑性阶段比弹性阶段要短的得多，仅仅发生少

量的塑性变形就达到试件的峰值强度。第四阶段为破坏阶段，对应图中CD段，

在荷载达到试件的峰值强度后(图中C点)，突然发生断裂，材料承载力迅速

降低，集聚在试件中的弹性能瞬间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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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砂浆材料单轴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对特制砂浆材料进行了单轴压缩试验，其结果如图4．2所示。可见，砂浆

材料单轴压缩受力变形过程也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一一压缩阶段

(I段)，试件处于压密状态，微裂隙、孔洞等在受压初期逐渐闭合，形成早

期的非线性变形，曲线形状呈上凹型。此阶段试件内部萌生许多尺度不均细观

裂隙。第二阶段一一弹性变形阶段(II段)，应力曲线呈直线型，该阶段试件

变形以弹性变形为主。材料内部微裂隙萌生扩展缓慢。第三阶段一一非稳定破

坏阶段(III段)，此阶段变形出现不可恢复的塑性变形，曲线为非线性。材料

内部微裂隙扩展速度加快并相互贯通。第四阶段一一整体失稳阶段(Ⅳ段)，

峰值强度后进入软化阶段，材料承载能力逐渐下降至残余强度。此阶段裂隙的

扩展、交叉、贯通成为宏观裂隙，导致试件的破坏。

同压缩试验曲线相比，砂浆材料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有很大的不同：单

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中的弹性阶段所占的比例比压缩曲线中弹性段比例大很

多。在拉伸条件下，砂浆材料的硬化阶段主要由弹性段组成，弹性阶段的应变

50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可以达到破坏前总应变的2／3左右。也就是说单轴拉伸条件下，砂浆材料的受

力变形过程是以线弹性为主的，塑性变形很小。另外，单轴拉伸荷载达到试件

峰值强度后，试件突然发生断裂，承载力急剧下降，直至彻底丧失承载能力，

几乎观察不到试件破坏的软化阶段，这也是脆性材料拉伸断裂的典型力学特征。

而压缩破坏时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软化阶段，峰值强度后材料承载能力逐渐降低，

最后保留一定的残留强度，软化阶段产生大量的塑性变形。可见，峰值强度之

后的破坏阶段，是砂浆材料单轴拉伸和压缩受力变形过程中最明显的差别。

单轴拉伸条件下，测得的完整试件峰值强度％为2．66MPa，而材料力学参

数测试所得的砂浆材料抗拉强度at=2．82MPa，峰值强度比抗拉强度稍小的原因

有两个：第一，试验方式的影响，单轴直接拉伸方式和巴西劈裂所测的材料强

度有差异；第二，材料的尺寸效应，由于单轴拉伸所用试件尺寸较大，内含微

裂隙、微孔洞等缺陷较多，尺寸效应导致强度较低。

另外，完整砂浆试件的拉伸弹性模量臣为5．17GPa，而压缩弹性模量E。

为17．92GPa，拉伸弹性模量仅为压缩弹性模量的28．2％。一些研究者对拉压两

种受力状态下岩石的变形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多数岩石的压缩弹

性模量大于拉伸弹性模量【169朋31。可见拉压不同荷载作用下，材料的弹性模量

有较大的差异，这对工程计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1．2砂浆材料单轴拉伸破坏过程

特制砂浆材料物理力学特性与真实岩石接近，并具有非均质性、非连续性、

各向异性，其拉伸断裂过程与真实岩石十分相似。由于砂浆材料是非透明材料，

难以直接观察内部微裂隙萌生、扩展、贯通的过程，本文主要通过间接观察法

判断试件内部裂隙扩展演化过程，观察主要包括两方面：①破裂面与试件表面

相交的断裂迹线；②破坏后的试件断面。

图4．3中为完整试件单轴拉伸破坏后的情况。砂浆材料的破坏过程为：在

应力应变曲线的OA段内，试件中闭合微裂隙、孔洞等在拉伸应力作用下逐渐

张开，伴随很少量的微裂隙萌生；在弹性阶段，随着应力水平的提高，微裂隙

的萌生速度加快，尺寸逐渐增大，数量逐渐增多，但对试件整体的影响仍较小；

随着应力的增大，试件受力变形进入塑性阶段，微裂隙的扩展演化速度很快，

并逐渐形成宏观裂隙，裂隙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明显，相邻的裂隙开始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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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载达到峰值强度时，试件内宏观裂隙扩展速度加快，并形成破坏丽，之后

在试件巾部突然发牛断裂。试件整体拉断过程具有突发性的，这给拉伸裂隙扩

展演化过程的观洲带来了难度。

t_——、-7一L

(a)破坏后的试件 (b)断裂迹线 (c)破坏断血

图4-3完整砂浆试件拉伸断裂情况

试件拉伸断裂位置位于试件的中部附近。断裂迹线儿乎与轴向拉伸荷载

方向垂直，只是在有的部位发生了轻微的偏折。而试什的破坏断面彤状总体来

说接近平嘶，近似与轴向垂直，而在断面内部则凹凸不平。造成断裂迹线偏折

和断面凹凸起伏的原因足砂浆材料的非均质性，砂浆材料中有大小不均的颗粒

界面、孔洞、裂隙等缺陷，这些地方容易引发应力集中，进而会引导断裂向此

处扩展。

砂浆试件压缩断裂过程与拉伸情况差异很大，具体表现在峰值强度之后，

试件破坏过程相对拉伸断裂要缓慢的多，可以清楚的观察剑宏观裂隙的扩展过

程。试件内部裂隙贯通形成宏观滑裂面，并沿宏观滑裂面剪切破坏，其破坏迹

线与轴向里一定夹角．夹角大小接近砂浆材料内摩擦角。砂浆试件压缩破坏的

隋况见图4-4。

与砂浆材料压缩破坏情况相比，拉伸断裂具有突发性．即在峰值强度之后，

内部损伤积累到 定程度．材料从最薄弱的部位发生突然断裂，试件内部集聚

的弹性能瞬间释放，试件彻底失去承载能力，最终断裂面近似垂直于拉伸应力

主轴方向。鉴于拉伸破坏的突发性，根难加以控制，因此工程上岩体拉伸断裂

造成的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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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砂浆试件单轴压缩破坏情况

4．2内置裂隙拉伸扩展的试验研究

内置裂隙是自然界和工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种裂隙，裂隙位=】二岩体内部，属

于三维裂隙问题。在外界荷载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内置裂隙开始萌生、扩展

以致相互贯通，最终诱发岩体的破坏。在以往研究中，人们发现三维内置裂隙

的扩展演化过程十分复杂，扩展过程中生成的包裹状翼裂纹往往抑制裂隙的进

步扩展，并在原裂隙附近产生各种形式的扭结区。日前，三维内置裂隙的扩

展演化机制及其对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还不清楚，而有关拉伸条什下的二维内

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规律的研究几乎没有。

为研究拉伸条件下内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规律，特制作了三组含不同类型内

置裂隙试件进行单轴拉伸试验．得到了拉伸过程全应力席变曲线，并观察了试

件断裂形式，分析了内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4 2 1 裂隙倾角对拉伸断裂的影响

1、裂隙倾角对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

为了研究裂隙倾角对三维内置裂隙扩展和材料强度的影响，特制各了一组

含不同倾角内置裂隙的试件。裂隙位于试件的几何中心位置，倾角d(裂脓面

与拉伸荷载方向夹角)分别为30。、45。、60。、75。和90。。试件形状及裂

隙尺寸在第三章已有介绍，内置裂隙在试件中的分布见图4—5。含不同倾角裂

隙试件单轴扣伸应力应变曲线如图4-6所示(图中包含完整试件曲线，以作参

照)。

可见，随着内置深埋裂隙倾角的变化，试件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形状基

本保持一致，与不含裂障的完整试件类似。但内置裂隙倾角“对试件峰值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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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的影响较大，盯。随着a的改变而有规律的变化。表4一l列出了仅不同试件的

crD值，可见随着裂隙倾角的逐渐增大，试件峰值强度越低，试件越容易被拉断。

众所周知，裂隙前缘的I型应力强度因子K。对裂隙扩展和材料断裂的影响最

大，因此实际的复合裂隙为了更安全也往往把它作为I型裂隙来处理。对于含

内置裂隙的砂浆试件，裂隙倾角越大，单轴拉伸应力在垂直于裂隙面方向的分

量越大，因此K。越大，试件越容易起裂并破坏。峰值强度％随伉的改变规律

见图4．7。

图4．s试件中内置裂隙分布

图4-6含不同倾角内置裂隙试件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由图4—7可见，峰值强度crp随裂隙倾角口增大而减小的趋势很明显，但随

着a增大，O'p降低的速度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仅范围对唧的影响程度不同。

以完整试件的crp值作为参照标准，仅为30。、45。、60。、"75。、90。的试件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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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降低了4．5 l％、12．4％、1 8．8％、23．3％、27．1％。可见，a在30。～60。

范围，唧值波动较大，说明，倾角a的30。"--'60。范围是影响砂浆材料单轴拉

伸峰值强度的敏感区间。仅的30。"-'60。范围以a=45。为界可分为两个区间，

分别是30。"-'45。和45。"-'60。。当裂隙倾角在45。时，轴向拉应力沿裂隙

面和垂直裂隙面两个方向的分量相等，仅在45。左右变化时，对应力分量的影

响较大，进而影响裂隙前缘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值，最后影响试件整体峰值强度。

表4-1含不同倾角内置裂隙试件的力学参数

峰值强度 峰值强度 弹性模量
试件

ap／MPa 对应应变 E|GP＆

完整试件 2．66 5．88E．04 5．17

a=300 2．54 6．8 lE．04 3．73

a=450 2．33 7．43E一04 4．0l

a=600 2．16 7．89E．04 3．26

a=750 2．04 5．39E．04 4．6l

a=900 l。94 5．49E+00 3．06

裂隙的存在对砂浆材料的弹性模量也有一定的影响，无预置裂隙的完整试

件弹性模量E为5．17GPa，而含单个内置裂隙试件的弹性模量E的变化范围为

3．06"---'4．61GPa，可见预置裂隙的存在增大了试件的变形，进而影响弹性模量。

30 45 60 75 90

“o

图4．7裂隙倾角对试件峰值强度的影响

2、裂隙倾角对内置裂隙扩展及试件破坏的影响

与无预置裂隙的完整试件相比，含裂隙试件在单轴拉伸条件下的破坏过程

要复杂的多，预置裂隙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试件的断裂模式和破坏过程。

试件的破坏过程也是内部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当拉应力达到一定程度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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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裂隙开始起裂，然后迅速扩展，导致试件的整体断裂，丧失承载能力。在单

轴拉伸条件下，含预置裂隙砂浆试件的断裂机制是以张拉断裂为主的，裂隙前

缘I型应力强度因子发挥主要作用，II、I玎型应力强度因子对裂隙的扩展方向

产生影响。

随着裂隙倾角的改变，内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当裂

隙倾角a<90。时，当荷载达到临近值后，裂隙前缘附近开始扩展，生成翼裂纹．

翼裂纹扩展方向垂直裂隙面。随着轴拉应力的增大，冀裂纹扩展方向偏向于垂

直最大土应力方向。当翼裂纹扩展到一定程度(拉应力达到峰值强度时)，扩

展速度突然加快，试件迅速断裂，最终断裂面与水甲而呈一定的夹角，裂隙扩

展过程见图4-8。裂隙倾角a=90。时，是倾斜裂隙的一种特殊情况，裂隙面乖

直与轴向拉应力方向。裂隙前缘附近芷”Km均为0，只有世t发挥作用。裂隙

扩展模式为张拉型翼裂纹，在椭圆裂隙前缘产生翼裂纹，并沿原裂隙面办向扩

腱，直至试件拉断，最终断裂迹线和断裂面与轴向拉应力方向垂直，且断裂面

较甲整。含倾斜裂隙(以a=45。裂隙为倒)，水1F裂隙(a=90。裂隙)试件拉

伸断裂情况见图4-9、4．10。

乡轸莎纱
图4-8倾斜单内置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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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件正血 (b)断裂迹线 (c)上断面 (d)下断而

图4-10水平单裂酵拉伸断裂情况(预置裂隙位置已标出)

4 2 2 裂隙间距对拉伸断裂的影响

由于三维裂隙扩展过程中受到抑制作用，单条裂隙扩展很难导致结构的整

体破坏，而裂隙联合扩展及裂隙问相互作用是导致整体失稳的根本原囡。前人

研究的重点是单条裂隙的萌生扩展演化规律，对多裂隙问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

因素(裂隙位置、裂隙角度、裂隙间距等)考虑较少。有的电仅限于现象的描

述，并没有量化分析。裂隙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为裂嗽周尉应力场的叠加，

而裂隙的间距对叠加效果影响较火。

本文用试验方法研究了在单轴拉伸条件下，预置三维裂隙间距对砂浆材料

的力学性能以及破坏过程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人试验研究中的不足，

对理论分析和工程应用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为研究二维裂隙间距对砂浆材料力学性能以及破坏过程的影响，特制作了

一组含不同间距双裂隙的砂浆试件，双裂隙间距d分别为Omm、5mm、10mm、

1 5mm、20mm、25mm，裂隙间距与裂隙长轴之比d／2a分别为0、0 25、0 5、

O．75、1、l 25。裂隙位于试件几何中心位置，试件中内置双裂隙布置见图4．11。

惑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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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试件中内置双裂隙分布

l、裂隙间距对砂浆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

对含不同间距双裂隙试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验，得到了每种试件的应力应

变曲线，如图4．12所示。可见，双裂隙试件，尽管裂隙间距d不同，但其应力

应变曲线形状基本一致，受力变形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微裂隙张开阶段、弹

性阶段、弹塑性阶段、破坏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弹性阶段所占的比例最高，

控制着峰值强度之前的受力变形过程。双裂隙间距的改变，对试件峰值强度影

响很大，见表4．2。随着裂隙间距的改变，双裂隙间相互作用程度发生改变，

应力场叠加程度也发生变化，最终影响试件强度。图4．13为双裂隙间距对砂浆

试件峰值强度的影响，当d／2a=O时，峰值强度最高，d／2a=O时可认为是两条裂

隙合并为一条裂隙，而含单裂隙试件强度要高于含双裂隙试件强度。d／2a的

0．25"---"1范围内，随着裂隙间距的增加，试件强度逐渐降低，这是由于在此间距

范围内，试件间距的越大，中间裂隙相互作用区越大，裂隙容易在该区域扩展

贯通并导致试件破坏。当d／2a=1．25时，试件强度又出现明显的提高，说明此

间距时，裂隙相互作用的影响明显削弱，两条裂隙相互干扰作用降低，几乎是

都是独立扩展，最后由其中最危险的裂隙导致试件破坏。裂隙间距的增大过程

中，强度的变化幅度相差很大，当d／2a的0一-'0．25范围，强度值有明显的跌落，

而d／2a的1～1．25范围，强度值又有明显的提高，可见这两段间距区间是影响

试件强度的敏感区间，这对工程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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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含不同间距双裂隙试件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表4．2含不同间距双裂隙试件的力学参数

d／2a O 0．25 O．5 0．75 l 1．25

ap／MPa 2．33 1．7l 1．67 1．59 1．52 2．06

E}GPa 4．01 3．52 1．8l 3．32 2．5l 2．93

另外，表4．2中还列出了裂隙间距不同试件的弹性模量E，可见d／2a=O的

试件(相当于单裂隙试件)弹性模量最大，双裂隙试件弹性模量均低于单裂隙

弹性模量，这是由于裂隙数量的增多导致中间岩桥区增大，试件变形增大。

C寸
山

茎
1
b

O 0．25 0．5 0．75 l 1．25

d／2a

图4．13裂隙间距对试件峰值强度的影响

2、裂隙间距对内置裂隙扩展及试件破坏过程的影响

含双裂隙试件的破坏过程，比含单裂隙试件的破坏过程要复杂，原因是试

件中双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比单裂隙扩展演化过程要复杂的多，正是双裂隙间

相互贯通导致试件的破坏。与单裂隙情况类似，双裂隙试件的破坏机制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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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翼裂纹为主的张拉破坏，在拉伸应力作用下，预置裂隙前缘产生翼裂纹，上、

下裂隙的翼裂纹扩展，并相互贯通，导致试件的整体断裂。

髟参彩一
(a) (b) (c) (d)

图4．14单轴拉伸条件下双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双裂隙的扩展贯通过程如图4．14所示。单轴拉伸条件下双裂隙的扩展贯通

过程为：在应力水平较低时，试件内置双裂隙前缘虽有应力集中，但集中程度

仍未到裂隙扩展的临界值，预置裂隙不扩展，如图中(a)所示；随着拉伸应力

的增大，当试件弹性变形阶段刚结束，弹塑性变形阶段刚开始的时候，预置裂

隙开始扩展产生包裹状翼裂纹，起裂位置并非在裂隙长轴端点处，而是在长、

短轴端点之间的部位，尤其是上下裂隙的重叠区域，翼裂纹沿垂直裂隙面的方

向扩展，如图中(b)所示；随着裂隙的扩展长度不断增加，上、下裂隙之间的

包裹区域应力集中程度越来越高，翼裂纹的扩展方向也从原来垂直裂隙面逐渐

偏向垂直主应力方向，如图中(C)所示；当裂隙扩展到一定程度，从上、下裂

隙中扩展较充分的那条处发生突然断裂，如果裂隙间距较小，则两条裂隙可贯

通，并迅速贯穿试件截面，试件被拉断，图中(d)。

当d／2a在0．25"---"l范围内时，含双裂隙试件的破坏情况基本一致，内含双

裂隙能相互贯通，导致试件破坏。d／2a=1．25的试件，并未观察到双裂隙贯通扩

展，而仅仅是一条裂隙扩展导致试件的破坏，可见此间距已经超出了双裂隙所

能贯穿的范围，而是双裂隙独立扩展，最终由扩展较充分的一条导致试件破坏。

d／2a=O．25、d／2a=1．25试件的破坏情况如图4—15、图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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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件止而 (b)断裂迹线 (c)r断面 (d)F断面

图4一Is d12a=O 25双裂隙试件破坏情况(己标出裂隙贯通区)

(a)试件正面 (b)断裂迹线 (c)I。断面

图4-16 d12a=l 25取裂隙试件破坏情况(已标出裂隙扩展区)

4．2 3 裂隙数量对拉伸断裂的影响

为了研究裂隙数量对裂隙扩展和材料强度的影响，特制备了一组含小同数

量内置裂隙的试件。裂隙位于试件的几何中心位置，裂隙数量分别为 个、两

个、三个，裂隙倾角均为45。，裂隙间距均为5ram。试件中内置裂隙分布情况

见图4一17。

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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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试件中内置三裂隙分布

1、裂隙数量对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

对含不同数量内置裂隙的砂浆试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验，得到了各种试件

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如图4．1 8所示(图中包含完整试件曲线，以作参照)。

分析各条曲线特点，可见裂隙数量的变化不改变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形状，

试件的受力变形过程基本一致。但裂隙数量的改变，对材料力学特性有明显的

影响，具体表现在对单轴拉伸峰值强度crD和弹性模量E的影响上。

裂隙数量的改变对试件单轴拉伸峰值强度or。的影响很大。含不同数量内置

裂隙试件的峰值强度列于表4．3中，为便于分析，把各试件峰值强度％随裂隙

数量的变化曲线列于图4．19中。可见随着裂隙数量的增加，试件强度明显下降，

无内置裂隙的完整试件％最大，含裂隙数量分别为1、2、3的试件crp值相对

于完整试件分别下降了12．8％、35．7％、45．9％，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当裂隙数

量从l增至2时，试件峰值强度的跌幅最大，达到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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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含不同数量裂隙试件的力学参数

裂隙数量 0 1 2 3

ap／MPa 2．66 2．32 1．7l 1．44

E|映a 5．17 4．01 3．52 1．86

另外，从表4．3可知，裂隙数量的变化对试件拉伸弹性模量E的影响也很

明显，随着裂隙数量的增大，E有明显的下降。完整试件弹性模量最大，

E=5．17GPa，含三裂隙试件弹模最小，E=I．86GPa。由于裂隙数量的增多，导致

试件初始拉伸变形增大，试件内应力集中程度增高，进而导致塑性变形增大，

因此拉伸弹性模量降低。

O

裂隙数量(个)

2 3

图4．19裂隙数量对试件峰值强度的影响

2、裂隙数量对内置裂隙扩展及试件破坏过程的影响

含不同数量裂隙的试件，在单轴拉伸条件下的破坏机制主要为翼裂纹张拉

破坏。在受拉过程中，预置裂隙尖端附近产生包裹状翼裂纹，开始时沿垂直裂

隙面方向扩展，当应力增大到一定程度，翼裂纹扩展方向发生改变，开始向垂

直主拉应力方向扩展。在预置裂隙短轴附近扭结区也产生张拉型翼裂纹，并沿

平行裂隙面方向扩展。当翼裂纹扩展到一定程度，不同预置裂隙间影响越来越

大，不同预置裂隙翼裂纹之间开始贯通，拉应力达到峰值强度后，贯通的裂隙

迅速扩展导致试件破坏，最终试件断裂面近似与主拉应力方向垂直。图4-20为

含三裂隙试件的断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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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件侧面 (b)断裂迹线 (cJ I-．断面 (d)下断面

圈4—20含三裂隙试件破坏情况(已标出裂隙贯通区)

4 3表面裂隙拉伸扩展的试验研究

节理裂隙岩体是工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类复杂的工程介质。岩体内裂隙的产

状、走向及分布情况常常决定着岩体的变形和强度性质。岩体的破环和失稳最

终是这些内部非连续的裂隙面张开、闭合和扩展进而贯通的破裂面所引起的。

实际工程中，如在地下峒室边墙、边坡等扰动应力影响的范围内，岩体中的裂

隙往往都是非穿透的表而裂隙或内置裂隙Il 741。

目前有关三维表面裂隙扩胜的研究不多。腾春凯等⋯”在玻璃、有机玻璃、

人理岩等平板材料中用三点弯曲法预制闭合型表面裂隙，初步研究了表面裂隙

的起裂和扩展机制，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他们采用的试件比较薄，

预制裂隙深度d和试验厚度t之比d／t=O 73，裂隙尖端已经接近试件后表面，因

此他们所得的试验结果穿透裂隙的翼裂纹扩展结果基本一致：黄凯珠等11 751采

用PMMA等材料研究了张开型表面裂隙扩展和破坏模式，她认为表面裂隙的扩

展方式与裂隙深度比d／t有关，当d／t>1／3时，翼裂纹扩展长度比较大，井可以

在厚度方向上穿透试什，虽终劈裂整个试什。

前人的试验研究几乎全是在单轴压缩荷载作用下完成的，目前未见有关单

轴拉伸条件下三维表面裂隙扩展演化规律的研究成果。岩体具有低抗拉性，在

轻微的拉伸应力作用下，岩体内部裂隙就发生扩晨、贯通，导致材料的破坏。

岩体工程中拉应力区的存在是必可避免的，也成为工程中的薄弱区。因此研究

单轴拉仲条件F三维表面裂隙扩展演化规律以及对岩体力学特性的影响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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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文主要研究了单轴拉伸条件下，三维表面裂隙倾角a对砂浆材料力学特

性的影响以及对试件破坏过程的影响。表面裂隙倾角0l是指裂隙面与外拉伸应

力方向的夹角，试验中仅分别为30。、45。、60。、75。和90。。表面裂隙形

状、尺寸以及在试件中的位置见图4—2l，其中裂隙尺寸L=20mm，W=10mm，

R=】0mm。

(a)试件中表面裂隙位置

卜—』—一
(b)裂隙形状及尺寸

图4．21裂隙形状、尺寸及在试件中的位置

l、三维表面裂隙倾角对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

将裂隙倾角a不同的砂浆试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验，得到了不同试件的应

力应变曲线，见图4．22。

分析各试件的应力应变曲线，可见，含表面裂隙试件的单轴拉伸应力应变

曲线形状与含内置裂隙试件情况类似，受力变形过程也可分为四个阶段：微裂

隙张开阶段、弹性变形阶段、弹塑性变形阶段和破坏阶段。同样，弹性阶段在

应变硬化阶段中所占比例最大，而弹性阶段之后的塑性变形阶段很短，并不明

显，产生少量塑性变形试件即发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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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含不同倾角表面裂隙试件的单轴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表面裂隙倾角的变化，对试件峰值强度的影响十分明显。随着倾角a的不

断增大，试件的峰值强度％逐渐降低。试件的峰值强度随表面裂隙倾角反变化

的情况见图4．23。a=30。试件％最大，为1．86MPa，a=90。时唧最小，为

1．50MPa。a为45。、60。、75。的试件crp值相对a=30。试件盯p值分别下降了

3．22％、7．52％、12．4％。裂隙倾角越大，外拉伸应力在垂直裂隙面方向的分量

越大，则裂隙前缘I型应力强度因子越大，试件越容易起裂并破坏。

30 45 60 75 90

伐r

图4．23表面裂隙倾角对试件峰值强度的影响

2、裂隙倾角对表面裂隙扩展及试件破坏过程的影响

含表面裂隙试件，尽管裂隙倾角不同，其破坏机制均为张拉破坏。试件破

坏的根本原因是内部裂隙起裂、扩展以致贯通。试件的破坏过程也是内含裂隙

扩展演化的过程。

表面裂隙倾角仅在30。～75。范围内，裂隙为倾斜裂隙，其扩展机制是以

张拉型翼裂纹扩展为主，倾斜表面裂隙扩展演化过程见图4—24。初始外荷载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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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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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预置裂隙不扩展，见图4—23(a)；当应力达到裂隙起裂临界值，预置裂

隙开始扩展，在裂隙前缘产生张拉翼裂纹，在试件表面处翼裂纹初始沿垂直裂

隙面方向扩展(其中上端翼裂纹沿向下扩展，下端翼裂纹向上扩展)，在裂隙

前缘圆周段顶点处翼裂纹沿平行原裂隙面方向扩展，表面至圆周顶点之间的翼

裂纹为扭曲面，如图中(b)所示；随着外荷载的进一步增加，翼裂纹生长速度

加快，在试件表面处翼裂纹扩展方向略有改变，开始偏向水平方向，内部翼裂

纹扭曲程度加大，如图中(C)所示；当荷载达到峰值强度之后，裂隙扩展速度

突增，此时表面处翼裂纹扩展方向已经完全沿水平方向(垂直最大拉应力方向)，

内部翼裂纹向试件厚度方向扩展，最终试件被拉断，图中(d)所示。

(a) (b) (C) (d)

图4．24倾斜表面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当裂隙倾角a=90。时，表面裂隙沿水平方向，裂隙面完全垂直于拉伸荷载

的方向，水平表面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见图4．24。图中(a)为为扩展的预置

裂隙；随着荷载增加，裂隙前缘产生翼裂纹，翼裂纹扩展方向原裂隙面方向，

如图中(b)所示；荷载达到峰值强度之后，翼裂纹扩展速度突然增大，迅速贯

穿试件，导致试件破坏，图中(c)所示。

(a) (b) (c)

图4．24水平表面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含倾斜表面裂隙(以a=30。为例)，以及水平表面裂隙(a=90。)试件的

破坏情况分别见图4．25和图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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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罔

国4．25含倾斜表面裂隙试件

圈4．26含水平袁晰裂隙试件破坏情况

4．4本章小结

对含不同形式(不同倾角、不同间距、不同数罱)三维内置裂隙币I不同倾

角二维表面裂隙试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验，得到了不同类型试件的单轴拉伸应

力应变曲线，分析了含不同类型三维裂隙试件的受力变形过程，总结了三维内

置和表面裂隙倾角、间距和数量等参数对砂浆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另外，试

验中观察了试件的破坏过程以及破坏后形态，分析总结了内含裂隙参数对三维

内置裂隙和表面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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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维裂隙拉伸扩展的数值模拟研究

目前研究三维裂隙扩展机制的主要手段为试验研究、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

试验研究方法被普遍采用，成果也很多，但试验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类型裂隙的

扩展模式以及裂隙对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其获得的成果大多为裂隙扩展过程

现象的描述，和宏观力学效应方面初步的定量分析。试验研究存在的局限性是

无法确定裂隙前缘附近区域的应力场和位移场，因而无法定量的分析裂隙的萌

生、扩展、贯通机理以及材料中的裂隙效应。理论分析方法可以确定很少几种

简单情况下裂隙附近区域应力场和位移场，对于复杂的边界条件下或复杂的几

何形态下的裂隙扩展问题则束手无策。对于三维裂隙扩展问题，不论从受力条

件或裂隙几何形态方面来讲，都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裂隙起裂后，裂隙不再

保持为一个平面，而成为空间扭曲面，几乎无法进行三维裂隙扩展过程的解析

分析。为解决这一难题，将借助于数值分析方法来进行三维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的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值分析方法成为解决裂隙断裂问题的有效手段，

已得到学术界和工程界的广泛重视。目前主要的数值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有限

差分方法(DFM，Finite Difference Method)、有限元方法(FEM，Finite Element

Method)、边界元方法(BEM，BoundaryElement Method)、无网格方法(EFGM，

Meshless Method)， 流形元法和离散单元法等。近年来，这些数值方法逐渐被

应用到模拟裂隙岩体的破裂分析研究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唐春安、梁正召等

人基于岩性的Weibull分布模型开发的RFPA2D和RFPA3D有限元软件对含

裂隙、孔洞缺陷的裂隙体破裂模式、破坏机制、岩体的尺寸效应和均质度对强

度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其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取得了较好的

一致性。但由于他ff]核心程序是用限元法计算的， 所以三维裂隙岩体的计算

量极大，非一般的普通计算机所能承受的。

本文对三维内置和表面裂隙扩展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采用了专业的

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本软件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工作组(Cornell

Fracture Group．CFG)开发的一套具有建模、应力分析、应力强度因子计算、裂

纹自动扩展等功能的免费软件。该软件的核心程序是边界元方法，但提供了与

ANSYS等有限元程序的接口，可以将有限元模型转化为FRANC3D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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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

一直以来，对裂隙扩展问题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应力强度的

观点，认为裂隙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超过表征材料特征的临界应力强度因子时，

裂隙发生失稳扩展。另一种是能量的观点，认为当裂隙的扩展使得释放的弹性

能多于产生新裂隙表面所需要的能量，则发生裂隙的失稳扩展。这两种观点之

间有着一定的联系。由相关断裂力学知识可知，应力强度因子与裂隙尖端邻域

内点的坐标无关，只是表征裂隙体弹性应力场强度的量，而不表征各种裂隙变

形状态下的应力分布，K由问题的远场边界条件确定，所以一般来说，与受载

方式，荷载大小，裂隙长度及裂隙体形状有关，有时也与材料的弹性性能有关。

目前求解应力强度因子的方法大概有三种：解析法、数值方法和试验方法，基

本思路均为由弹性或者是弹塑性方程出发，把裂隙作为一种边界条件，考察分

析裂隙顶端的应力场、应变场、位移场，设法建立这些场与控制断裂的物理参

量之间的关系和裂隙尖端附近的局部断裂条件，从而获得应力强度因子值。目

前解析法只能计算少数简单情况下的应力强度因子，对于复杂的三维裂隙则无

能为力。试验方法大多限于单一断裂模式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相比而言，数

值方法是计算复杂的复合型裂隙应力强度因子的有效手段。本章正是从裂隙尖

端应力强度因子角度，采用FRANC3D软件分析总结三维内置或表面裂隙的起

裂、扩展、贯通过程。

5．1 FRANC3D软件介绍与结果验证

三维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3D)是美国康奈尔大

学断裂工作组(Cornell Fracture Group．CFG)开发的一套具有建模、应力分析、应

力强度因子计算、裂纹自动扩展等功能的免费软件。它是基于工作站的一套分

析软件，可以在很多桌面和工作站系统下运行，包括Win98，WinNT／2000／XP，

RedHat Linux 7．0，HP UNIXl0．2，HP UNIXl 1．0等操作系统【176】。

5．1．1 FRANC3D软件介绍

断裂分析软件FARNC3D由三个部分组成：立体对象建模器OSM(Object

Solid Modeler)，断裂分析器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 in 3 Dimensions)

以及边界元系统BES(Boundary Element System)。

1、立体对象建模器OSM[177,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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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对象建模器OSM(图5-1)是用来生成可以由FRANC3D读入对象的几

何描述。它相当于FRANC3D的前处理模块，是一个简单的面向对象的几何模型

构造器，可以通过菜单和对话框进行操作。和其它的对象建模器一样，它可以

生成由点(point)、线(cllFve)、面(patch)构成的几何模型。和其它对象建模器

唯一不同的是它的面有方向性，所有面的方向必须指向它所嗣成体的外法向，

这样才构成一个封闭的体。OSM还具有转换有限元几何模型的功能，它可以把

ANSYS．GEOM3D，SDRCIDEAS和NASTRAN等有限元模型转换为OSM和

FRANC3D可以读入的模型，这个功能可以减少我们的建模时间。

图5-1立体对象建模器OSM示意图

2、断裂分析器FRANC3D／BESI}79,180]

断裂分析器FRANC3D(IN5-2)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它具有以下功能：

①几何模型完善

对于从OSM读入的几何模型，FRANC3D可以对之进行修改，比如增加点、

线、面等。同时，FRANC3D可以在模型中加入所需的裂纹。FRANC3D有很强的

模拟裂纹的能力，可以生成多裂纹、非平面裂纹和任意形状的裂纹。这些裂纹

可以是表面裂纹、内埋裂纹、交叉裂纹、不同材料交界处的裂纹甚至完全的不

连续。对于一个裂纹的构形．可以有任意的裂纹前缘。FRANC3D在生成裂纹时，

用户可以通过菜单选择它自带的裂纹库，如椭圆裂纹、圆片裂纹、直裂纹等。

也可以通过文件的方式生成自己想要的复杂裂纹。FRANC3D在模型里施加边界

条件和材料常数。FRANC3D在模型上旖加的边界条件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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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叫格。

②网格划分和求解

由于FRANC3D是一个边界元分析系统，因而只有模型的表面和裂纹需要

划分网格，模型的内部并不需要划分。在划分网格之前，先把模型的边线分成若

干商线段．由这些小的直线段确定将要划分的单元尺寸。网格划分町以选择四

边形或三角形网格．一般的划分可以分为自由划分(automatic mesh)、映射划分

(mapped mesh)等。对划分好的网格还可以进行局部重建。一般情况下，裂纹区的

嘲格需要划分的细～些．并保持较好的长宽LE(aspect ratio)。求解使用边界元系

统BES系统进行。边界元计算是整个分析中最耗时的。随着单元数的增加，求

解时间也显著增加。用厂1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所需的求解器(QR分解，Gauss消元

法、迭代法)，用户可以舣据问题的规模选择使用内存(in core)或者外存(out of

corel米计算：甚至可以使用BES的井行计算程序在多台机器r同时计算。

图5-2断裂分析器FRANC3D图形用户界面

③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和裂纹自动扩展

FRANC3D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是通过位移相关技术获得的，通过裂纹张

扦或滑动(opening and sliding)位移计算。埘于I型裂纹使用裂纹张开位移

fCOD．Crack Opening Displacement)计算I型应力强度因子，对于II犁裂纹使用

裂纹滑动位移(CSD—Crack Sliding Displacement)来计算II型应力强度因子，对

于Ⅲ型裂纹使_[；|j裂纹撕裂位移(CTD—CrackTearing Displacement)(图5—3)。应力

强度因子可以通过裂纹前缘单7c的节点位移得到，也可以通过一个距离裂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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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一个固定值得到，它们得到的结果通常是一致的。前面提至UFRANC3D可以

模拟任意形状的裂纹和多裂纹的结构，它的优点是可以一次性得到一个对象内

所有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值。

图5-3裂纹前缘任意一点位移和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

FRANC3D的最大特色是能够模拟裂纹的自动扩展。众所周知，三维断裂力

学的复合型断裂(I型，II型，III型)的判据到现在还不成熟。复合型断裂的研究

还普遍停留在二维水平(I型和II型混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如最大周向

应力理论，最大应变能释放率理论，应变能密度因子理论或S准则。FRANC3D

使用以上断裂判据确定裂纹的扩展方向，而裂纹的最大扩展尺寸则由用户自己

确定。裂纹前缘被离散成许多点，使用二维平面应变方程确定这些点的扩展方

向，它们的扩展尺寸则由各点相对应力强度因子的大小和用户确定的最大扩展

尺寸共同决定。这些扩展后的点连线后重新组成新的裂纹面。用户可以重新分

析扩展后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情况。FRANC3D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

裂纹扩展后，只需对很小的一部分区域重新划分网格，这大大减少了网格划分

时间。FRANC3D还可以使用应力强度因子历史和材料常数预测疲劳裂纹寿命。

5．1．2 FRANC3D计算结果验证

为验证程序准确性和可靠性，现计算一个例题并与理论解对比。考虑无限

大体内置单个圆片状倾斜裂隙情况，用FRANC3D计算裂隙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

分布。圆片状内置裂隙半径r=0．125，倾角y=45。，置于一个长(三)、宽(形)、

高(日)分别为5、5、10的长方体中心位置，受远端均匀拉应力R=1．0的作用

(图5．4)。材料参数设为：弹性模量E=10000，泊松比o=0．0。由于裂隙尺寸相对

于模型尺寸较小，可用无限大体内置圆片倾斜裂隙公式来计算其无量纲应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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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子。

+萨1．o
l

D

图5-4受远场拉应力的内置倾斜圆片裂隙 图5-5圆片裂隙面的网格划分

Murakami给出了该情况下裂隙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理论解【1 811，形式如下：

KI=仃sin 2(a)√7∥(2／万)

K兀=15"sin(仅)COS(a)sin(7r／2—0)√万r(2／万)(2／(2一D))

KIII=∞in(仪)cos(a)cos(万／2—0)4nr(2／z)(2／(2一L)))(1一u)

其中a为裂纹倾角，a为裂纹前缘某点的方位角，，为裂纹半径，u为泊松

比。

理论计算可知，裂纹前缘K。为常数，不随0的变化而变化，均为0．200。K

。值在裂纹前缘A、B两点为0，在C、D点达到最大(或最小，取决于符号)，

为0．200。KⅢ值在C、D点为0，在A、B两点达到最大，为为0．200。

用RRANC3D进行计算时，在圆片状裂纹的半径上划分8个节点，在裂纹前

缘划分48个节点见图5．5，划分完网格后进行计算。使用FRANC3D的线性单元

计算裂纹前缘的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见图5-6．

裂隙前缘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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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前缘I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
／120

180

24。＼
定位角0／。

裂隙前缘II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
}＼＼＼＼＼：：、、—，夕。24。3。。3f

定位角0／。

图5．6裂纹前缘I、Ⅱ、Ⅲ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可见I型应力强度因子沿裂纹前缘变化不大，均值为0．1902， 理论值为0．

20，误差为一4．9％。II型应力强度因子在A、B点为0，C、D点达到最小和最大

值，分别为．0．192、0．192，理论值为±0．20，误差在4％以内。ⅡI型应力强度因

子在C、D点值为O，而在A、B点达到最小和最大值，分别为．0．190、0．190，理

论值为±0．20，误差为5％。可见FRANC3D具有很高的精度，符合计算要求。

5．2 内置裂隙拉伸扩展的数值模拟研究

实际工程介质或构件中，裂隙多处于复合型受力状态，为复合型裂隙。复

合型裂隙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个：(1)复合的远端荷载作用，例如含水平裂隙

试件承受远端垂直荷载和切向荷载共同作用；(2)倾斜裂隙受远端轴向荷载作

用； (3)机械作用或温度因素等引起的复合应力状态。

工程岩体中存在的裂隙大多为三维内置裂隙，由于复杂的外力作用和边界

约束，裂隙多位复合型裂隙，即张开型(I型)、滑开型(II型)和撕开型(Ⅲ

型)裂隙并存，且处于组合应力场中。一般来说复合裂隙前缘附近的I型、II

型、ⅡI型应力强度因子均不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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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所用试件为端部扩大型，其内部均匀段为裂隙所在区域，该段拉伸

荷载分布均匀，裂隙效应最为集中，因此只需对该均匀段进行数值计算即可。

试件均匀段为立方体，尺寸为矽×HX T=50mm×100mm X 50mm，端部受均匀

拉伸荷载毋作用。试件中内置裂隙为椭圆形，尺寸为2a=20mm，2b=l 0mm，分

布于试件的几何中一tl,位置，见图5．7(a)。

(a) (b)

图5．7含单个内置裂隙试件的受力模型

5．2．1 裂隙倾角对内置裂隙扩展的影响

含单个内置裂隙试件，主要用于研究裂隙倾角a对裂隙扩展演化的影响。

裂隙倾角为裂隙面与轴向拉伸应力方向的夹角，本研究中仅取值分别为1 5。、

30。、45。、60。、75。和90。。用FRANC3D软件分别对这六种试件进行了

数值模拟，计算了不同倾角内置裂隙前缘的I、II、ⅡI应力强度因子值，然后

运用复合裂隙的能量判据计算裂隙前缘的起裂位置，最后用FRANC3D软件模

拟了三维内置裂隙的扩展路径。

单个内置裂隙的受力模型见图5．1(b)。图中，口为裂隙前缘各点的定位

角，为从裂隙长轴上端点到裂隙前缘上任意一点的转角。p的范围为0"-'360。，

每一个确定的口值对应椭圆裂隙前缘上确定的一点。

用FRANC3D程序的建模器OSM建立几何模型，再导入断裂分析器中添

加内置裂隙，并对含裂隙体进行网格划分。首先为裂隙面划分网格，越靠近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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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前缘网格划分越密，裂隙面的中心部位网格稍大。然后划分试件表面，试件

中部裂隙存在位置网格划分要密，越靠近裂隙网格越密，远离裂隙网格逐渐变

粗。特别说明的是，相邻网格尺寸不要相差过大，否则容易引起大的计算误差，

影响计算结果。含单个内置裂隙试件的网格划分情况(以含45。倾斜裂隙试件

为例)，见图5．8。

图5—8含单个内置裂隙试件的网格划分

材料参数取砂浆材料物理力学参数测试所得结果，具体参数值见表3．4。

模型网格划分和材料参数赋值完成后，再施加边界条件。在试件模型上端

面施加拉伸应力仃，=2MPa，模型下端面施加位移约束：uy=O(轴向位移为零)，

“。≠0，Uz≠0。

以上步骤完成后，将模型导入BES计算系统进行计算，并分析结果。BES

系统计算完成后，可得到椭圆内置裂隙前缘全部计算点的I、II、III型应力强

度因子值(SIF值)。其中计算点为裂隙前缘需要求解SIF值的点，其数量可

自行设置，本文中取为1 80个。

为便于分析，对全部SIF值进行无量纲化，方法是将K，、K。。、Km值全除

以K尺【1821，即K,／KR、KIIIKR、KIIIIx足，其中：

牛叮。悟妒1+1．464(a／b)1．65(5-1)
式中，％为远端拉伸应力；a为裂隙长半轴长；b为裂隙短半轴长。

1、倾角45。内置裂隙前缘的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以倾角为45。裂隙为例，说明单个内置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规律。

图5-9为a=45。单裂隙前缘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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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7

O．6

O．5

E 0．4

堇o．3
磁0．2

O．1

0

u tSI) lZu 180 240 300 360

口(。 )

图5-9 a=45。单裂隙前缘无量纲置。随0的变化曲线

由图5-9可知，对于a=45。的单个椭圆形内置裂隙，其前缘的I型应力强

度因子值K。随定位角目的变化而有规律的变化。在单轴拉伸荷载作用下，椭圆

裂隙前缘的K。值均为正值，且K。值曲线关于0=180。对称，也就是说，在椭

圆裂隙长轴两侧对称的裂隙前缘位置处的K。值相等，因此只分析臼的0～l 80

。范围内K。的变化情况即可。在p的0～180。范围内K。值变化曲线为开口向

下的抛物线形。K。值在0=0。处(即长轴端点处)最小，随着目的逐渐增大而

增大，在0=90。处达到最大值。目从90。增至180。的过程中，K。值逐渐降低，

在口=180。处降至最小值。

O．6

O．4

O．2
出

遑 。

遍一o．2

一O．4

一O．6

＼．．．／

[6。一3。。3∈秒(。 )

图5．10 a=45。单裂隙前缘无量纲墨Ⅱ随口的变化曲线

图5-10为a=45。单裂隙前缘I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规律。可见随定位角口

变化，椭圆裂隙前缘的K。分布规律性较强，K。，"-0曲线关于0=180。对称(即

椭圆裂隙长轴两侧对称位置处的K。值相等)。因此只需分析口的0～1 80。范

围内Ku变化情况即可。在该范围内，K。变化曲线接近直线。在目的0--一90。范

围内，Kn值为正值，0=0。处K。。值最大且随着p角的增大而逐渐变小，当日增

至90。时，K，·值降为0。目的0--一90。范围内，Kn值为负值，且随着臼角继续

增大，K·-绝对值越大，在0=180。处达到最大绝对值。可以发现，在0=90。点

(即椭圆形裂隙短轴端点)两侧对称位置处的K。，绝对值相等，但符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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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a=45。单裂隙前缘无量纲‰随口的变化曲线

图5．11为a=45。单裂隙前缘Ⅲ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规律。可见，护在0～

180。和180--一360。这两个区间的Km值变化曲线均为抛物线形。0在0～180。

范围内，K。。值为负值，口在180．---．360。范围内，蜀。值为正值，且臼=180。 (椭

圆裂隙长轴端点处)两侧对称位置Km绝对值相等，但符号相反。只分析Kn-～口

曲线前半段，在0=0。处(椭圆裂隙长轴上端点)Km为0，随着口角增大，Km

变为负值，且绝对值越来越大，到0=90。处(短轴端点处)蜀。达到最小值；之

后随口角增大，K川绝对值越来越小，到0=0。处(椭圆裂隙长轴下端点)K,I为

0。可见，在椭圆裂隙长轴端点处，‰。值为0，在短轴端点处KⅢ值达到最大值

或最小值。

2、不同倾角裂隙前缘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倾角a分别为l 5。、30。、60。、75。、90。单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

布规律与a=45。情况一致。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见图5一12，

5．1 4，5．1 5。

O 60 120 180 240 300 360

0(。)

图5．12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无量纲置-随秒的变化曲线

图5—12为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I型应力强度因子K。随定位角口的变化曲

线。可见，在单轴拉伸荷载作用下，倾角不同的内置裂隙前缘的K。值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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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椭圆裂隙前缘K。值均为正，且以椭圆长轴为对称轴，两侧对应位置处的

K。值相等。对于不同倾角的椭圆裂隙，其K。最小值均位于椭圆长轴端点处，K

，最大值位于椭圆短轴端点处。比较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K。变化情况，可知

a=15。裂隙前缘K。值最小，且椭圆裂隙长轴端点和短轴端点处的足。值差别不

大，沿裂隙前缘一周足；分布较平均。随着倾角a增大，椭圆裂隙前缘同一位置

处K。值逐渐增大，且K，值随定位角0变化幅度越来越大，a=90。裂隙前缘K

。值最大，变化幅度也最大。不同倾角裂隙前缘K。最大最小值见表5．1，K。最

大最小值随裂隙倾角变化曲线见图5．1 3。导致不同倾角内置裂隙前缘I型应力

强度因子K，如此分布的原因主要为： I型裂隙前缘趸。值主要受垂直裂隙面的

拉应力％影响，倾角仅越大，试件端部所承受的拉应力仃在垂直裂隙面方向的

分量越大，因此导致裂隙前缘K。值越大；仅越小，拉应力o-在垂直裂隙面方向

的分量越小，裂隙前缘K。值越小。

表5-1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无量刚x。的最大及最小值

倾角d 15。 30。 45
o

60。 75。 90。

KImin／‰ 0．060 0．226 0。45l 0。677 0。842 0。902

KI max／KR 0．088 0．330 0．659 0．987 1．226 1．314

(KI max．Kl min)／KR 0．028 O．104 0．208 0．310 0．384 0．412

0 15 30 45 60 75 90

及(。 )

图5．13无量纲髟t最大及最小值随裂隙倾角变化曲线见

图5—14为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II型应力强度因子K。随定位角目的变化曲

线。可见不同倾角的内置裂隙前缘K—t分布情况接近，且K。～p曲线关于0=1 80

。对称，因此只需分析0在0～1 80。范围内的K。。变化情况即可。K。在椭圆裂

隙短轴端点处为0，在短轴端点两侧符号相反。K，。的最大(最小)值发生在裂

隙长轴端点处，不同倾角裂隙前缘K。最大值见表5—2。臼在0"---'90。范围内，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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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a从15。增至45。，裂隙前缘K，。值逐渐增大，当a=45。时K。．达到最大值。

对于仅分别为60。、75。内置裂隙，前缘K。，有降低的趋势。计算发现，仅为

15。、30。裂隙前缘Ktl分布情况分别与a为75。、60。裂隙情况十分接近。

不同倾角裂隙前缘K--分布与外荷载沿裂隙面方向的分量大小有关。a为45。

时，裂隙前缘K。。值最大。当a=90。时，外荷载垂直裂隙面，为纯I型裂隙，

因此K。值接近零。

O·2

近 o

≥

磁一o．2

—0．4

一O．6

45
o

60。

30
o

15。

75
o

90
o

图5．14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无量纲眉u随p的变化曲线

表5．2不同倾角裂隙前缘无量纲置Ⅱ最大值

倾角a 15。 30。 45。 60。 75
o

90。

Kn max／KR 0．272 0．448 0．542 0．469 O．258 0

图5．1 5为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III型应力强度因子KM随定位角臼的变化曲

线。鉴于蜀，。～臼曲线的对称性，只需分析前半段。在椭圆裂隙短轴端点处，K

，。达到最大(或最小)值，在长轴端点处，K。。值为0，不同倾角裂隙前缘Km最

小值见表5．3。。在p的0～1 80。范围内，不同倾角裂隙前缘的Kin值均为负。

当倾角反为15。时，‰值绝对值最小，随着口的增大，蜀。值绝对值有增大的

趋势。当a增至45。时，KⅢ值绝对值达到最大，之后随着伉继续增大，Ktu值

绝对值降低。计算结果表明，a为l5。、30。裂隙前缘Km分布曲线与a为75

。、60。情况十分接近，这与试件中裂隙附近应力分布有关。仅为90。时，裂

隙为纯I型裂隙，因此计算结果中裂隙前缘一周蜀。值均接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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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一?《；；；影。24。3。。3(
45

o

30
o

60
o

15 o

75 o

90
o

图5．15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无量刚Km随O的变化曲线

表5．3不同倾角裂隙前缘无量刚Km最小值

倾角Ⅱ 15。 30。 45。 60。 75
o

90
o

Kin min／KR ．0．305 ．O．528 ．0．609 ．0．502 ．O．29 0

3、不同倾角内置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

单轴拉伸条件下，不同倾角的内置裂隙均为复合型裂隙(a=90。裂隙，可

认为是复合裂隙的特殊情况)。目前针对复合型裂隙的断裂判据有最大周向应

力准则、能量释放率准则、应变能密度因子准则等，其中能量释放率准则是目

前国内外应用较多，效果较好的一种断裂判据，其公式如下：

G：掣(K卜K：)+掣蟛2。 (5-2)

式中G为能量释放率；1，为材料泊松比；E为材料弹性模量；K?、K：、KI]。

分别为I、II、III型应力强度因子。

尽管目前已有一些复合断裂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数仅考虑I．II型裂隙

复合，而忽视了K。的影响。对于复合型裂隙来说，三种断裂模式均发挥重要作

用，忽略任何一种都会给计算结果带来误差。公式(5-2)综合考虑了K。、K。。、

蜀。。对裂隙起裂和扩展的影响，是一种较全面的复合断裂准则。通过FRANC3D

计算可得到内置裂隙前缘任意位置处的三类应力强度因子值，带入式(5-2)可

方便的计算出裂隙前缘任意位置处的能量释放率G，分析不同位置处G值大小，

可判断起裂位置。

图5一16为不同倾角内置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G随定位角目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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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虽然倾角不同，但G～p曲线形状类似。G"-O曲线具有对称性，以椭圆

裂隙长轴为对称轴，两侧对应位置处的G值相等。G值的分布规律是：从裂隙

长轴端点延裂隙前缘到短轴端点的过程中，G值不断增大，在短轴端点附近达

到最大值，可见在单轴拉伸条件下，椭圆裂隙短轴附近是裂隙起裂的危险区域，

起裂后该区域裂隙扩展速度也较快。

随着倾角a逐渐增大，裂隙前缘各点的G值有增大的趋势，a为15。倾斜

裂隙前缘附近应变能释放率最小，a为90。时，裂隙前缘的G值最大，这与K

。的变化规律一致。但当a从45。增至60。时，裂隙前缘G值略有减小，这与

K¨KⅢ的变化趋势一致。从总体上来说，不同倾角裂隙前缘的应变能释放率分

布规律主要受K。分布的影响，但当倾角在45。左右时，Kn、蜀。的影响较大。

2．5E+06

2．0E+06

g

：1．5E+06
凸一

茎
v 1．0E+06

o

5．0E+05

0．0E+00

90。

75。

60。

45。

30。

15。

0 60 120 180 240 300 360

臼(o )

图5．16不同倾角单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G随p的变化曲线

4、不同倾角内置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用FRANC3D软件模拟了在单轴拉伸条件下，倾角仅分别为15。、30。、

45。、60。、75。、90。的单个内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数值计算结果表明，

尽管内置裂隙倾斜角度不同，但其扩展演化模式基本一致。以a=45。裂隙为例，

说明单个内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见图5．1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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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未扩展 (b)扩展一步 (c)扩展二步

(c)扩展三步 (d)扩展四步

图5．17单个倾斜内置裂隙拉伸扩展演化过程

由图5．17可见，椭圆形内置裂隙的扩展是以张拉翼裂纹为主的，张拉翼裂

纹在预置裂隙的尖端扩展最为清晰，呈包裹状扩展。第一步扩展时，在预置裂

隙长轴端点附近产生包裹状翼裂纹，并沿近似垂直于裂隙面的方向扩展，椭圆

短轴端点附近扭结区沿近似平行于裂隙面方向扩展；扩展一步后，裂隙前缘发

生改变，新的翼裂纹前缘成为整个裂隙前缘，而原来预置裂隙的前缘成为裂隙

面的一部分，对扩展后形成的新裂隙重新划分网格进行计算；扩展第二步后，

翼裂纹继续向近似垂直原裂隙方向扩展，扭结区仍沿原裂隙面方向扩展；扩展

第三步后发现，翼裂纹扩展方向发生改变，开始偏向于垂直最大主应力方向；

扩展四步后，发现翼裂纹沿垂直最大主应力方向扩展，扭结区扩展速度减慢。

5．2．2 裂隙间距对内置裂隙扩展的影响

为研究裂隙面间距对三维裂隙扩展的影响，特计算了一组含不同间距双裂

隙试件，试件和预置裂隙的形状、尺寸参数均与单裂隙情况相同，裂隙倾角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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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45。，双裂隙间距d分别为5mm、10mm、15mm、20ram、25ram，裂隙

间距与椭圆长轴之比d／2a分别为：0．25、O．5、0．75、1、1．25，其受力模型见图

5．18。含双裂隙试件模型及网格划分情况，见图5．19。用FRANC3D软件计算

不同间距双裂隙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用式(5．1)对所得到的所有应力强

度因子值进行无量纲化。用式(5-2)计算双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通过

分析比较确定应变能释放率最大的位置，即裂隙前缘最容易发生断裂的位置。

最后计算模拟间距不同的双裂隙的起裂、扩展、贯通过程。

％=0

(a) (b)

图5．18含不同间距双裂隙试件的受力模型

图5．19含不同间距双裂隙试件模型及网格划分

上裂隙

下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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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2a=O．25双裂隙前缘的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在外荷载作用下，试件中的预置裂隙附近区域存在应力集中，两条裂隙周

围应力场会发生叠加，对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产生影响。通过计算得到

了不同间距双裂隙前缘的三种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其分布曲线基本类似，以

d／2a=O．25双裂隙情况为例说明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情况，分别见图5．20，5．2 1，

5．22。

上裂隙

下裂隙

U 60 120 180 240 3UU 360

口(。 )
图5．20 d／2a=O．25双裂隙前缘无量纲K z随0的变化曲线

由图5．20可知，单轴拉伸条件下，试件中双裂隙前缘的K。分布都具有对

称性，即以椭圆裂隙长轴为对称轴，两侧对应位置处K。相等，因此只需分析曲

线前半段。与相同倾角单裂隙相比，双裂隙前缘的K。分布曲线有较大的不同。

试件中上下两条裂隙前缘的K。分布也有一定的差异。对于上裂隙K。分布曲线，

口的O～50。段，K。值逐渐增大，0=0。，K。／KR=O．563，到0=50。时，K。值达

到最大值，为K。／K．=0．698；O的50"---180。段，K。值逐渐降低，到0=1 80。时

达到最小值，为K。／KR-O．396。对于下裂隙，p的O～128。段，K。值逐渐增大，

0=0。时，K，值最小，为K。／K．=O．396，到0=128。时，K。值达到最大值，K。

／K．=O．696；0的128～180。段，K。值逐渐降低，到0=180。时，K。／K,=O．563。

可见，与单裂隙情况不同，双裂隙长轴上下端点处K。值不相等，这主要是由两

裂隙应力场叠加所导致的。另外K。的最大值并不发生在裂隙短轴处，而是发生

在两条裂隙重叠部分。造成上下裂隙K，分布情况差异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边

界条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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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0．6

0．4

O．2

已
诧0

磁 一0·2

一O．4

一O．6

一O．8

上裂隙

下裂隙

图5．21 d／2a=O．25双裂隙前缘无量纲Kn随0的变化曲线

j．．n
?＼、、吣吣二爿。、24。3。。3f

上裂隙

下裂隙

图5．22 d／2a=O．25双裂隙前缘无量纲Km随秒的变化曲线

图5．21、5．22分别为cl／2a=O．25双裂隙前缘KII、蜀。。随定位角0的变化曲线。

可见双裂隙前缘II、Ⅱ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规律与单裂隙情况基本一致，只是

受双裂隙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导致应力强度因子值增大。上下两条裂隙前缘Ku、

蜀。值差别不大，尤其是Ⅱ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基本一致，可见双裂隙间相互作

用对K。。、Km分布规律影响不大。

2、不同间距双裂隙前缘的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计算了不同间距双裂隙前缘的三类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发现随着裂隙间距

的变化，上下裂隙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也有规律的变化，可见裂隙间距对应力

强度因子的分布具有重要影响。图5．23为上裂隙前缘K-、Kn、‰-的分布曲线，

图5．24为下裂隙前缘K。、KIl、K。。的分布曲线。

从图5．23可知，与单裂隙情况类似，不同间距双裂隙中上裂隙前缘的K-、

K。分布具有对称性，而蜀。分布有反对称性。对于K r来说，在d／2a的O．25,---,1．25

范围内，随着d增大，裂隙前缘的K。值越大，当d／2a=1．25时，K，达到最大值。

但随着间距增大，K。值的增幅越来越小。d／2a从0．25增至0．5过程中，K一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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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最大，K。最大值增大了l 5．4％，而当d／2a从1增至1．25时，K。值增大很小，

d／2a=l和d／2a=1．25时的K。～口曲线几乎重合，可见d／2a在0．25---．0．5范围为

影响K。分布的敏感区间，裂隙前缘K，最大值随d变化情况见图5—25。可见双

裂隙间相互作用对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分布影响较大，并非裂隙间距越小

K，值越大，而是在一定距离处K。才达到最大值，即此距离处裂隙效应叠加效

果最明显，根据本文数值计算结果显示，裂隙间距为4～5倍短半轴长度时叠加

效果最明显。

与单裂隙情况不同，双裂隙前缘K。最大值并非位于短轴端点处，而是随着

裂隙间距的变化而变化，由表5—4可知，随着d的增大，KImax处的臼角也逐渐

增大，K。m。。总发生在双裂隙沿裂隙面法线方向的重叠区域，随着d的增大，

重叠区逐渐减小，重叠区边缘处的日角也逐渐增大。受裂隙间相互作用影响，

双裂隙前缘K。分布与单裂隙情况有一定差异，但随着裂隙间距逐渐增大，这中

差异逐渐减小，当间距为4～5倍短半轴长度时曲线形状与单裂隙情况基本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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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无量纲K。随定位角口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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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无量纲Ku随定位角口变化蓝线 (c)无量纲Km随定位角p变化曲线

图5．23上裂隙前缘眉，、Kn、Km的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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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裂隙前缘K卟Km的分布与单裂隙情况基本一致。对于K。来说，随着间

距d的增加，裂隙前缘K。绝对值逐渐增大。当d／2a=O．25增至d／2a=O．5时，K

。。绝对值增加幅度最大。从图5-23中(b)可见，d／2a=O．5、O．75、1、1．25的曲

线几乎重合， 可见随着间距增大，K。，绝对值增加幅度越来越小，而d／2a的

O．25～0．5范围为影响K。。分布的敏感区间。对于蜀。也具有类似的分布规律。

图5—24为下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可见与上裂隙情况基本一致，

随着裂隙间距的增大，裂隙前缘的应力应力强度因子逐渐增大，且增加幅度越

来越小，d／2a的0．25"--'0．5范围为影响应力强度因子分布的敏感区间。与上裂

隙情况所不同的是，K。分布曲线形状有一定差异，K。最小值发生在裂隙长轴上

端点处，最大值发生在p的94。～134。之间，不同间距双裂隙前缘K。最小值

和最大值以及所处的位置见表5-5。K¨KI。的分布情况与上裂隙基本一致。

E

磁O．6

毡o．4

O 60 120 180 240 300 ：360

口(。 )
(a)无量纲K一随定位角0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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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无量纲K。随定位角0变化曲线 (c)无量纲Kill随定位角0变化曲线

图5．24下裂隙前缘K。、置Ⅱ、‰的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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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不同间距裂隙(上裂隙)前缘K。最大值和位置角

cl／2a 0．25 O．5 O．75 1 1．25

口 52。 76。 84。 90。 96。

Kl max]KR 0．696 0．803 0．841 0．850 0．855

O．90

O．85

酲

堇o．80

≤0。75
0．70

0．65

0．60

0．25 0．5 0．75 l 1．25

d／2e

图5．25双裂隙中上裂隙前缘无量纲K·最大值随裂隙间距的变化

表5-5不同间距裂隙(下裂隙)前缘无量纲眉。极值及对应的位置角

d／2a 口 Kxmin／KR 口 KImax／KR

0．25 00 0．397 1340 0．694

0．50 Oo 0．465 1100 0．804

0．75 00 0．538 104。 0．837

1．00 Oo O．570 960 0．849

1．25 00 O．58l 940 O．852

3、不同间距双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

通过前面的计算，已经得到含不同间距双裂隙试件在单轴拉伸条件下，椭

圆裂隙前缘I、II、III型应力强度因子随定位角秒变化规律曲线，也可得到裂

隙前缘任意位置处的局、K，。、蜀。。值。通过公式(5．2)可分别计算不同裂隙间

距情况下，上下两条裂隙前缘任意位置处的应变能释放率G，总结G沿裂隙前

缘的分布规律，以及裂隙间距变化对G分布情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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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06

1．8E+06

售1．6E+06
·1．4E+06

盂1．2E+06

兰1．0E+06
o 8．0E+05

6．0E+05

4．0E+05

2．0E+05

0．0E+00

0 60 120 180 240 300 360

口(。 )

(a) 上裂隙

2．0E+06

1．8E+06

，、1．6E+06

葛1．4E+06

c口1．2E+06

茎1．0E+06

。8．0E+05
u

6．0E+05

4．0E+05

2．0E+05

0．0E+00

d／2a=1．25

d／2a=1．00

d／2a--0。75

d／2a=0．50

d／2a=0．25

d／2a=1．25

d／2a=1．00

d／2a=0．75

d／2a=0．50

d／2a=0．25

0 60 120 180 240 300 360

臼(。 )

(b)下裂隙

图5．26不同间距双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随定位角的变化

图5．26为不同间距双裂隙前缘的应力能释放率G随着裂隙定位角p

变化的曲线。可见，尽管间距不同，双裂隙前缘G～口曲线均关于8---1 80。对称，

且曲线形状与局～臼曲线类似，可见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的分布情况主要受

局分布的影响。在间距d／2c的0．25～1．25范围内，上、下裂隙前缘的G值随

着d的逐渐增大而增大，但增加幅度越来越小，说明裂隙间距d对G分布有较

大影响，当d／2c=l～1．25时，即间距约为椭圆裂隙短半轴长的4～5倍时，G～

口曲线几乎重合，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最大，说明此间距时裂隙间相互作用

最明显。上、下裂隙前缘G～9曲线形状有一定差异：上裂隙G最小值位于0=180

。附近，最大值分布于8=90。附近，上裂隙前缘G极值与位置角见表5．6；下

裂隙G最小值位于8=90。处，最大值位于口的90。～11 0。范围内，下裂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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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G极值与其位置角见表5．7。可见，上裂隙应变能释放率最大处位于椭圆短

轴端点附近，而对于下裂隙则位于短轴端点以下一定位置处，可见此位置为裂

隙断裂的危险位置。而分析上、下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极值可见，对于裂隙

间距一定的双裂隙扩展情况来说，上、下裂隙前缘的应变能释放率最大值和最

小值基本相等，因此在一定外力下同时达到GIc值，同时起裂。

表5-6上裂隙前缘G极值与位置角

d}2a 9l‘ Gmax／MPa·m e|o Gmin／MPa·m

0．25 84 1269630 1 84 671241

0．50 78 1593243 175 804347

0．75 84 1741324 l 78 905223

1．00 89 1 783824 l 80 967260

1．25 92 1810614 l 8l 994415

表5．7下裂隙前缘G极值与其位置角

d|2a e|o Gmin／MPa·m e|。 Gmax／MPa·m

O．25 0 675251 l 10 1263994

0．50 0 807823 1 04 1595352

0．75 O 905585 96 174040l

1．00 0 966571 96 1790429

1．25 0 993053 90 1802168

4、间距不同双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a)未扩展 (b)扩展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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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扩展第三步 (b)扩展第四步

图5．27双内置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尽管间距不同，但双裂隙扩展演化模式基本一致。以

d／2a=O．25双裂隙为例，说明双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见图5．27。

可见，在单轴拉伸条件下，两条椭圆内置裂隙的扩展均是以张拉翼裂纹为

主的，张拉翼裂纹在预置裂隙的尖端扩展最为清晰，呈包裹状扩展。随着外荷

载不断增大，直到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达到临界值时，裂隙开始扩展，初始

在椭圆短轴附近裂隙扩展速度较快。由于两条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最大值基

本相等，上、下两条裂隙几乎是同时开始扩展的。首先在短轴端点附近产生扭

结区，沿平行于原裂隙面方向扩展，与此同时在椭圆裂隙长轴端点处出现翼裂

纹，呈包裹状沿近似垂直原裂隙面方向扩展。由图5．27可见，翼裂纹并非以椭

圆短轴为分界线呈反对称扩展，对于上裂隙，下段部分翼裂纹扩展速度较上段

部分快，而下裂隙则不同，上段部分扩展速度较快。扩展到第三步之后，翼裂

纹已经完全包裹了原裂隙，且翼裂纹的扩展方向已经转向沿垂直最大主应力方

向，此时扭结区附近翼裂纹扩展速度减慢，且扩展面发生扭曲。最终，随着翼

裂纹和扭结区裂纹的扩展，上、下裂隙及其中间部分几乎完全由翼裂纹包裹，

成为试件中的应力集中程度最高的部位，成为试件整体受力结构中的薄弱区，

最终由拉伸形成的裂纹扩展面将导致试件的整体断裂。

5．2．3 裂隙数量对内置裂隙扩展的影响

为研究不同数量裂隙的联合扩展演化规律，用FRANC3D分别计算模拟了

单轴拉伸条件下，含一个、两个、三个椭圆形三维内置裂隙试件受拉时裂隙前

缘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应变能释放率分布，以及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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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裂隙倾角a均为45。，多裂隙间距均为5mm，且均位于试件的几何中

心位置。立方体试件上端面施加均匀拉应力，下端面施加轴向位移约束。含三

裂隙试件FRANC3D计算模型及网格划分如图5—28所示。

1、三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三个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见图5—29．

适
≤

图5．28含三裂隙试件的计算模型与网格划分

目(。 )

(a)Kx分布曲线

i．．伟
心⋯一f

口(。 )

(b)Kn分布曲线 (c)硒11分布曲线

图5．29三裂隙前缘无量纲化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

由图5-29可见，与单裂隙、双裂隙情况相比，三裂隙前缘I型应力强度分

布差异较大，而II、II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则基本一致。可见裂隙数量的变化

对硒分布形态影响较大，而对K，，、蜀，。影响不大。由图5．29(a)可知，平行布

置的上、中、下三条椭圆裂隙前缘局分布曲线差别很大，其中下裂隙前缘硒

值最大，上裂隙次之，中裂隙最小，并且裂隙前缘局极值所处的位置也差别很

大，三裂隙前缘KI极值与位置角见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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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三裂隙前缘蜀极值与位置角

裂隙 e|o 局max e|o 硒min

上裂隙 52 0．623 180 0．350

中裂隙 50／130 0．485 0／180 O．391

下裂隙 132 0．723 0 0．409

2、不同数量内置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为总结不同数量内置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分布规律，需分别比较单个、

两个、三个裂隙前缘的墨、K卟Km分布曲线。对于多裂隙则选择其中应力强

度因子最大一条进行比较。对于双裂隙，其上、下两条裂隙前缘局最大值十分

接近，K，。、Km曲线几乎重合，因此选择任意一条分析即可。本文选双裂隙情况

中下裂隙，三裂隙情况中下裂隙进行分析比较。不同数量内置裂隙前缘I、II、

II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情况，见图5．30。

0．8

0．6

o．4

0．2

运 。

磁-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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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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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a)无量纲化K1分布情况

0(。)0(。)

(b)无量纲化Ku分布情况 (c)无量纲化KnJ分布情况

图5．30不同数量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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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30中(a)可见，不同数量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均具有对称

性，且以椭圆裂隙长轴为对称轴。随着裂隙数量的增加，裂隙前缘K。值逐渐增

大，见图5—3l。单裂隙前缘K，最大值局max／KR=0．659，发生在0=90。位置，双

裂隙前缘蜀m。x／KR为0．694，与单裂隙相比增大了5．3 1％，位于0=1 34。位置，

而三裂隙前缘局m。x／KR为0．724，与单裂隙相比增大了10．17％，位于0=128。

位置。可见裂隙数量的变化对裂隙前缘K。值影响很明显。由于裂隙密度的增加，

导致试件内部裂隙区应力集中程度提高，因而应力强度因子增大。由图5．30中

(b)、 (c)可见，对于K．I、KⅢ分布来说，具有同样的规律，随着裂隙数量

(密度)的增加，K，。、Km值有明显的提高。

0．75

O．73

筐

堇0．71

≤o·69

O．67

O．65

2

裂隙数量(个)

图5．3l裂隙前缘无量纲置t最大值随裂隙数量的变化

3、不同数量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

1．6E+06

1．4E+06

2．0E+05

0．OE+00

U 6U lZU 180 240 300 360

秽(。 )

图5．32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随裂隙数量的变化

图5．32为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G随着裂隙数量变化的曲线图。可见，

随着裂隙数量(密度)的增加，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G明显的增大，但G最

大值发生的位置却有一定差异，对于单裂隙来说，Gm。x=1075068MPa·m，位于

短轴端点处；双裂隙前缘的0=1 10。处，G达到最大值，为1263994MPa·m；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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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前缘Gm。x为1363355MPa·m，位于0---109。处。随裂隙数量(密度)的增

大，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有明显的提高，根据G断裂准则可知，裂隙数量(密

度)的越大，则裂隙越容易起裂并扩展。

4、三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图5．33三内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图5．33为三内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可见，三裂隙的起裂、扩展、贯通

情况与双裂隙类似。在受力过程中，三个平行布置的倾斜裂隙前缘出现较强的

应力集中，当应力水平达到破坏的临界值时，下裂隙首先开始扩展，其次是上

裂隙，中间裂隙最晚扩展，其扩展模式为单轴附近平行裂隙面扩展，成为扭结

区，而长轴端部产生包裹状的翼裂纹，垂直原裂隙面扩展；随后，上裂隙下端、

中间裂隙、下裂隙的上段发展较快，包裹状翼裂纹慢慢包裹原裂隙；最后，上、

中、下三裂隙的翼裂纹相互贯通导致试件的破坏。

5．3 表面裂隙拉伸扩展的数值模拟研究

在实际工程中，如在地下峒室边墙、边坡等扰动应力影响的范围内，岩体

中的裂隙往往存在许多非穿透裂隙，即表面裂隙。研究表面裂隙的起裂、扩展

和贯通规律，对了解裂隙岩体的三维破裂模式和断裂机制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和

实际意义。目前，关于三维表面裂隙的研究大多是在单轴压缩条件下，未见有

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单轴拉伸条件下表面裂隙扩展演化规律的，因此本文的研

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用FRANC3D软件计算模拟了在单轴拉伸条件下，三维表面裂隙的扩展演

化规律。研究思路同内置裂隙一样，首先计算表面裂隙前I、II、III型应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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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子分布；然后根据能量复合断裂准则计算表面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

根据得到的应变能释放率判断裂隙起裂的危险点；最后用FRANC3D软件模拟

表面裂隙扩展演化过程，分析并总结三维表面裂隙扩展演化机制。

本文重点研究了三维表面裂隙倾角对裂隙扩展演化规律的影响。试件形状

为长方体，尺寸与内置裂隙情况相同。表面裂隙形状为半椭圆，尺寸为2口×

b=20mm×5mm，长轴在试件表面上，短轴垂直试件表面并延伸至试件内部，

即裂隙面垂直于试件表面。裂隙长轴与荷载方向夹角为a，a取值分别为30。、

45。、60。、75。和90。。裂隙尺寸与分布如图5．34所示。裂隙前缘位置点由

定位角口确定，口值为从裂隙长轴上端点到裂隙前缘任意点处的转角。含表面

裂隙试件计算模型及网格划分(以含倾角45。单个表面裂隙试件为例)见图

5—35。

uT=o

图5．34表面裂隙尺寸及分布 图5．35含表面裂隙试件计算模型及网格划分

l、a=45。表面裂隙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用FRANC3D软件计算了在单轴拉伸条件下，试件中所含倾角a为45。的

单个表面裂隙前缘I、II、ⅡI型应力强度因子值，并用公式(5．1)进行无量纲

化，如图5．36所示。

由a=45。表面裂隙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可见，在单轴拉伸条件下，

表面半椭圆形倾斜裂隙前缘K。、K¨Km分布曲线形状与内置裂隙情况(以长

轴分界的任意一半裂隙)类似。表面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具有明显的对

称性，以0=90。(短半轴端点处)为对称轴，其两侧对称位置处K。、蜀。值相

等，K。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对于K。分布情况来说，在定位角p的O。～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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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随目的不断增大，K。值持续增大，在0=90。处(即短半轴端点处)，

K。达到最大值；随后在p的90。～l 80。范围内，K。值随着目的增大而减小。

K。分布曲线呈直线型，9在0。～90。范围内，K。为正值，且随着目的增大单

调递减，0=90。处K。值为零，目的90。～1 80。范围内时，K。降为负值，且绝

对值不断增大。K。。分布曲线呈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型，裂隙前缘KⅢ值分布规律

同K。相似，在0=90。处(即短半轴端点处)，Kl。。达到最大值。由图中可见，

在裂隙长轴端点附近应力强度因子曲线有明显的弯折，且变化很不规律，这主

要是因为裂隙长轴与试件外表面接触，因此存在边界效应，自由表面对裂隙前

缘应力强度因子值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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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6 a=45。表面裂隙前缘的无量纲化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2、不同倾角表面裂隙前缘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仅分别为30。、45。、60。、75。和90。时，半椭圆形表面裂隙前缘的应

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如图5．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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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7不同倾角表面裂隙前缘无量纲化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可见，即使表面裂隙倾角发生改变，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形状

基本一致，不同倾角表面裂隙前缘的K。、K。。、蜀。分布曲线均具有对称性特征。

但倾角的改变对K。、K卟KⅢ值的大小具有较大影响，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

另外，随着裂隙倾角改变，长轴端点附近自由表面效应也不同，应力强度因子

曲线在O=0。和l 80。左右(即长轴两端点附近)的波动较大。对于倾角较大(如

a=60。、75。90。)的表面裂隙，这种自由表面效应越明显。

对于K。分布来说，随着倾角a增大，裂隙前缘K。值逐渐增大，但增幅逐

渐减小。当a=30。时，表面裂隙前缘K，最小，当a=90。时，裂隙前缘K。最大。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裂隙倾角的增大，远端拉伸应力在裂隙面上的正应力分量越

大，因此导致K。的增大。

对于K。分布来说，倾角仅在00"---'45。范围内时，随着倾角仅增大，K。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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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逐渐增大，a=45。时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仅继续增大至90。，K。，的绝

对值逐渐减小，当a-90。时达到K。。降为零。由图5—37(b)可见，受自由表面

效应的影响，并非所有曲线在定位角8=90。处均与横坐标轴相交。

由图5．37(c)可见，蜀。随倾角a的变化规律与K。。类似，伉在00---'450范

围内时，随着a增大，KⅢ值逐渐增大，a=45。时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仅继

续增大至90。，K。。值逐渐减小，当a=90。时达到蜀。。降为零。

3、表面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

半椭圆形表面裂隙前缘任意位置处的I、II、Ⅲ型应力强度因子已经得到，

根据公式(5-2)可计算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不同倾角表面裂隙前缘应

变能释放率分布情况见图5—38．

可见，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曲线与K。分布曲线形状接近，说明K-

对应变能释放率的贡献和影响是最主要的。随着裂隙倾角的增大，应变能释放

率也有增大的趋势。一般来说，应变能释放率最大位置为半椭圆裂隙短轴端点

处，但由于自由面效应的影响，在两个长轴端点发生应力集中，导致长轴端点

处应变能释放率陡增，并且裂隙倾角越大这种影响也越大(见图中倾角60。、

75。和90。曲线)。

4．0E+06

3．5E+06

3．0E+06
／一、

92．5E+06
●

蛊2．0E+06
茎
V1。5E+06

o
1．0E+06

5．0E+05

0．0E+00

O 30 60 90 120 150 180

p(。 )

图5．38不同倾角的表面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

4、表面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用FRANC3D软件计算并模拟了三维表面半椭圆形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发现虽然裂隙倾角有所改变，但表面裂隙的扩展演化模式基本一致，以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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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裂隙为例介绍表面单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一
．r

，‘

冀‘
(a)为扩展

．30所示。

(b)扩展～步 (c)扩展二步 (d)扩展三步

图5—30表面倾斜裂隙扩展演化过程

在单轴拉伸应力达到临界值以后，表面倾斜裂隙开始扩展。由于裂隙长轴

端点附近存在边界效应，导致应力集中程度较高，因此首先从长轴端点处开始

起裂，生成包裹状翼裂纹并沿垂直主应力方向扩展，在短轴端点处翼裂纹近似

沿平行裂隙面的方向扩展，以短轴为分界线，上下两部分前缘包裹状翼裂纹分

别向原裂隙两侧生长，呈反对称方式扩展。随着裂隙的扩展，长轴端点处翼裂

纹扩展方向向与原裂隙面法线方向偏转，且包裹状翼裂纹在短轴端点处发生扭

曲，形成扭结区。最终裂隙扩展面成为一个扭曲的平面向试件内部扩展，导致

试件断裂。

5．4 本章小结

选择FRANC3D软件，对三维内置和表面裂隙扩展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对

软件功能及原理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通过算例验证了该软件计算的准确性。

用FRANC3D程序计算并分析了试件中所含不同形式(不同倾角、不同间

距和不同数量)内置裂隙和不同倾角表面裂隙前缘I、II、III型应力强度因子

分布规律，总结了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规律；通过复合裂隙断裂判据，

分析了裂隙前缘起裂危险点位置；最后，模拟了不同形式内置和表面裂隙扩展

演化过程，总结了三维裂隙的扩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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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承受工程荷载时，岩体中大量裂隙的萌生、扩展和贯通，是导致岩体介质

力学性能劣化甚至最终破坏的根本原因。因此，岩体中原生裂隙的扩展演化特

征、破裂模式以及对岩体力学特性的影响一直为学术界和工程界所重视。

目前有关岩体中三维裂隙扩展演化机制及其对材料力学特性影响的研究并

不多，而相应的成果绝大多是在压缩荷载作用下取得的。由于试验设备和技术

方面的制约，拉伸条件下岩体中三维裂隙扩展演化规律的研究几乎没有。但岩

石材料具有低抗拉性，在较低拉伸应力作用下内部裂隙就开始扩展、贯通导致

材料破坏。事实上不管受何种荷载作用，岩体内部总存在拉应力区，成为岩体

介质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开展拉伸条件下三维裂隙扩展演化机制以及对岩体力

学特性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价值。

本文以物理试验方法为主，结合数值模拟手段，研究了在单轴拉伸条件下

岩体中三维内置和表面裂隙的扩展演化规律，分析总结了裂隙扩展对岩体材料

力学特性的影响。

对含不同形式(不同倾角、不同间距、不同数量)三维内置裂隙和不同倾

角三维表面裂隙试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验，得到了不同类型试件的单轴拉伸应

力应变曲线，分析了含不同类型三维裂隙试件的受力变形过程，总结了三维内

置和深埋裂隙倾角、间距和数量等参数对砂浆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另外，试

验中观察了试件的破坏过程以及破坏后形态，分析总结了内含裂隙参数对三维

内置裂隙和表面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的影响。

用FRANC3D程序计算并分析了试件中所含不同形式(不同倾角、不同间

距和不同数量)内置裂隙和不同倾角表面裂隙前缘I、II、Ⅲ型应力强度因子

分布规律，总结了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分布规律；通过复合裂隙断裂判据，

分析了裂隙前缘起裂危险点位置；最后，模拟了不同形式内置和表面裂隙扩展

演化过程，总结了三维裂隙的扩展机制。

本文研究工作的主要结论可以总结如下：

一、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分析比较了以往三维裂隙岩体断裂机理试验中所

用各种材料的优缺点。结合本试验情况，研制了脆性砂浆材料，主要原料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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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配合比为：325R白色硅酸盐水泥水泥：粒径5mm以内河砂：水=l：2．34：0．35。

该材料物理力学参数与砂岩接近，代替真实岩石进行试验可表现出类似的受力

变形特征，并且方便埋设三维裂隙。经研究确定试件形状为端部扩大型，制备

了各种含三维内置和表面裂隙的砂浆试件。

二、由于岩石材料直接拉伸试验技术不成熟，故改进了目前采用较多的夹

具法和黏结法，设计加工了适用于脆性材料单轴拉伸试验的端部扩大型试件模

具、配套夹具以及黏结拉伸轴向定位装置。鉴于试件中三维裂隙定位的困难，

设计加工了一套专门的三维裂隙制作空间定位装置，能方便、准确的进行三维

裂隙布置。

三、对不含预置裂隙的完整试件进行了单轴拉伸和压缩对比试验，发现：

砂浆材料拉伸应变曲线可分为四个阶段：孔隙裂隙张开阶段、弹性变形阶段、

弹塑性变形阶段和破坏阶段，其中弹性阶段所占的比例最大，对应的应力范围

为峰值强度crD的l 3．8％～83．5％。弹塑性阶段比例较小，材料仅发生轻微塑性

变形就达到峰值强度，随后材料承载力陡然降低，直至彻底丧失。相比而言，

压缩曲线中弹性变性阶段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弹性阶段对应的应力范围为crD

的14．3％～71．4％)，弹塑性变形阶段要大的多，试件压缩经过较长的弹塑性变

形才达到峰值强度，随后承载力逐渐降低，最后保留一定残余强度。完整砂浆

试件的拉伸弹性模量E。为5．17GPa，而压缩弹性模量E。为17．92GPa，拉伸弹性

模量仅为压缩弹性模量的28．2％，可见拉压条件下，材料的弹性模量有较大的

差异。试件拉伸破坏具有突发性，而压缩破坏则相对缓慢的多。最后拉伸破坏

断面与轴向荷载方向垂直，且接近平面。而压缩破坏面为斜面，与轴向荷载呈

一定夹角。可见，峰值强度之后砂浆试件的破坏过程和破坏形态是拉伸和压缩

断裂的主要差别。

四、对含三维单个内置裂隙试件进行单轴拉伸试验，裂隙倾角0【分别为30

。、45。、60。、75。和90。。试验结果表明，裂隙倾角的变化对试件峰值强

度影响较大。峰值强度crp随裂隙倾角a增大而减小，但随着a增大，crp降低的

速度不同，即不同的a范围对crp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完整试件的绵值作为参

照标准，a为300、45。、60。、75。、90。的试件crD值分别降低了4．5 1％、12．4％、

18．8％、23．3％、27．1％。可见，仅在30。～60。范围，％值波动较大，说明，

倾角a的30。"--'60。范围是影响砂浆材料单轴拉伸峰值强度的敏感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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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裂隙倾角的改变对内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也有一定的影响，当裂隙

倾角a<90。时，裂隙前缘附近发生扩展，生成翼裂纹，翼裂纹扩展方向垂直裂

隙面，随着轴拉应力的增大，翼裂纹扩展方向偏向与垂直最大主应力方向，当

翼裂纹扩展到一定程度(拉应力达到峰值强度时)，扩展速度突然加快，试件

迅速断裂，最终断裂面与水平面呈一定的夹角。裂隙倾角a=90。时，是倾斜裂

隙的一种特殊情况，裂隙面垂直与轴向拉应力方向，裂隙前缘附近K。。、蜀。。均

为0，只有K。发挥作用，裂隙扩展模式为张拉型翼裂纹，在椭圆裂隙前缘产生

翼裂纹，并沿原裂隙面方向扩展，直至试件拉断，最终断裂迹线和断裂面与轴

向拉应力方向垂直，且断裂面较平整。

五、对含不同间距双内置裂隙试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验，间距d与椭圆裂

隙长轴2口之比d／2a分别为0、0．25、0．5、0。75、l、1．25。试验结果表明，双

裂隙间距的改变，对试件峰值强度％影响很大。随着裂隙间距的改变，双裂隙

间相互作用程度发生改变，应力场叠加程度也发生变化，最终影响试件强度。

当d／2a=O时，％最高，因为d／2a=O时可认为是两条裂隙合并为一条裂隙，而

含单裂隙试件强度要高于含双裂隙试件强度。d／2a的0．25"-'-"l范围内，随着裂

隙间距的增加，crD逐渐降低，这是由于在此间距范围内，试件间距的越大，中

间裂隙相互作用区越大，裂隙容易在该区域扩展贯通并导致试件破坏。当

d／2a=1．25时，试件强度又出现明显的提高，说明此间距时，裂隙相互作用的影

响明显削弱，两条裂隙相互干扰作用降低，几乎是都是独立扩展，最后由其中

最危险的裂隙导致试件破坏。裂隙间距的增大过程中，强度的变化幅度不同，

当d／2a的0"--'0．25范围，强度值有明显的跌落，而d／2a的1～1．25范围，强度

值又有明显的提高，可见这两段间距区间是影响试件强度的敏感区间，这对工

程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单轴拉伸条件下双裂隙的扩展机制以张拉型翼裂纹为主。当试件弹性变形

阶段结束，弹塑性变形阶段开始的时候，预置裂隙开始扩展产生包裹状翼裂纹，

起裂位置并非在裂隙长轴端点处，而是在长、短轴端点之间的部位，尤其是上

下裂隙的重叠区域，翼裂纹沿垂直裂隙面的方向扩展。随着裂隙的扩展长度不

断增加，上、下裂隙之间的包裹区域应力集中程度越来越高，翼裂纹的扩展方

向也从原来垂直裂隙面逐渐偏向垂直主应力方向。当裂隙扩展到一定程度，从

上、下裂隙中扩展较充分的那条处发生突然断裂，如果裂隙间距较小，则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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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可贯通，并迅速贯穿试件截面，试件被拉断。当d／2a在O．25"-"l范围内时，

含双裂隙试件的破坏情况基本一致，内含双裂隙能相互贯通，导致试件破坏。

d／2a=1．25的试件，并未观察到双裂隙贯通扩展，而仅仅是一条裂隙扩展导致试

件的破坏，可见此间距已经超出了双裂隙所能贯穿的范围，而是双裂隙独立扩

展，最终由扩展较充分的一条导致试件破坏。

六、对含不同数量(一个、两个、三个)内置裂隙试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

验。试验结果表明，裂隙数量的改变对试件峰值强度仃D的影响很大。随着裂隙

数量的增加，试件强度明显下降，与完整试件％相比，含裂隙数量分别为l、2、

3的试件盯D值相对于下降了12．8％、35．7％、45．9％，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当裂

隙数量从l增至2时，crD值的跌幅最大，达到22．9％。另外，裂隙数量改变对

拉伸弹性模量E的影响也很明显，随着裂隙数量的增大，E有明显的下降。完

整试件弹性模量最大，E=5．17GPa，含三裂隙试件弹模最小，E=I．86GPa。由于

裂隙数量的增多，导致试件初始拉伸变形增大，试件内应力集中程度增高，进

而塑性变形增大，导致拉伸弹性模量降低。

含不同数量裂隙试件，在单轴拉伸条件下的破坏机制主要为翼裂纹张拉破

坏。在受拉过程中，预置裂隙尖端附近产生包裹状翼裂纹，开始时沿垂直裂隙

面方向扩展，当应力增大到一定程度，翼裂纹扩展方向发生改变，开始向垂直

主拉应力方向扩展。裂隙短轴附近扭结区也产生张拉型翼裂纹，并沿平行裂隙

面方向扩展，且扩展速度较快。最终，多裂隙贯通导致试件破坏。

七、对含不同倾角表面裂隙试件进行了单轴拉伸试验，裂隙倾角口分别

为30。、45。、60。、75。和90。。表面裂隙倾角的变化，对试件峰值强度的

影响十分明显。随着倾角覆的不断增大，试件的峰值强度唧逐渐降低。a=30

。试件arp最大，为1．86MPa，a=90。时crp最小，为1．50MPa。反为45。、60。、

75。的试件哪值相对a=30。试件唧值分别下降了3．22％、7．52％、12．4％。裂

隙倾角越大，外拉伸应力垂直裂隙面的分量越大，则裂隙前缘I型应力强度因

子越大，试件越容易起裂并破坏。

表面裂隙倾角仅在30。～75。范围内，为倾斜裂隙，其扩展机制是以张拉

型翼裂纹扩展为主。当应力达到裂隙起裂临界值，预置裂隙开始扩展，在裂隙

前缘产生张拉翼裂纹，在试件表面处翼裂纹初始沿垂直裂隙面方向扩展(其中

上端翼裂纹沿向下扩展，下端翼裂纹向上扩展)，在裂隙前缘圆周段顶点处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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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沿平行原裂隙面方向扩展，表面至圆周顶点之间的翼裂纹为扭曲面。随着

外荷载的进一步增加，翼裂纹生长速度加快，在试件表面处翼裂纹扩展方向略

有改变，开始偏向水平方向，内部翼裂纹扭曲程度加大。当荷载达到峰值强度

之后，裂隙扩展速度突增，此时表面处翼裂纹扩展方向已经完全沿水平方向(垂

直最大拉应力方向)，内部翼裂纹向试件厚度方向扩展，最终试件被拉断。

八、用FRANC3D软件计算了单轴拉伸条件下不同倾角单内置裂隙前缘的

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应变能释放率分布，模拟了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单裂隙前缘K。值均为正，且以椭圆长轴为对称轴，两侧对应位置处的K。

值相等。对于不同倾角的椭圆裂隙，从长轴端点沿裂隙前缘到短轴端点，K。逐

渐增大，K。最小值均位于椭圆长轴端点处，最大值位于椭圆短轴端点处。随着

倾角a增大，椭圆裂隙前缘同一位置处K。值也逐渐增大。椭圆裂隙前缘的Ku

分布也关于椭圆长轴对称，K。。极值位于长轴端点处，在短轴端点处为0，且短

轴端点两侧对应位置处K。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倾角a从15。增至45。，

裂隙前缘K。值逐渐增大，当a=45。时K。达到最大值。仅从45。增至90。，前

缘K。有降低的趋势，当a=90。时K。为0。计算发现，a为15。、30。裂隙前

缘K。，分布情况分别与伉为75。、60。裂隙情况十分接近。椭圆裂隙前缘的Km

分布关于裂隙长轴呈反对称，两侧对应位置蜀。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从裂隙长

轴端点到短轴端点，蜀。绝对值逐渐增大，长轴端点处，Km值为0，短轴端点处

蜀。，达到极值。当倾角仅为15。时，蜀。值绝对值最小，随着oc的增大，KⅢ值绝

对值有增大的趋势。当a增至45。时，蜀，。值绝对值达到最大。之后随着a继续

增大，蜀。。值绝对值降低。计算结果表明，a为l 5。、30。裂隙前缘蜀。分布曲

线与仅为75。、60。情况十分接近。

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G分布关于裂隙长轴对称。从裂隙长轴端点处到短

轴端点处，G逐渐增大。短轴端点处应变能释放率最大，是裂隙拉伸扩展的危

险位置。随着倾角仅逐渐增大，裂隙前缘各点的G值有增大的趋势，仅为15。

时应变能释放率最小，a为90。时，应变能释放率最大，这与K。的变化规律一

致。但当o【从45。增至60。时，裂隙前缘G值减小，这与K，。、蜀，。的变化趋势

一致。

模拟了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表明是裂隙扩展是张拉翼裂纹为主的，在椭

圆短轴扭结区裂纹扩展速度较快，沿原原裂隙面方向扩展。椭圆裂隙长轴端点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近翼裂纹扩展最为清晰，呈包裹状扩展。裂隙从平面扩展为一个扭曲面，并

迅速贯穿试件。

九、用FRANC3D软件计算了单轴拉伸条件下不同间距双内置裂隙前缘的

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应变能释放率分布，模拟了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双裂隙前缘K。、K¨Km分布规律与单裂隙类似。但上下裂隙的应力强度

因子分布有一定的差异，上裂隙下端、和下裂隙上端应力强度因子值较大，这

是由于裂隙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在d／2a在O．25"-"1．25范围内，随着间距增大，

K。逐渐增大，但增大幅度迅速减小，d／2a分别为1、1．25的双裂隙，K。值几乎

相等。说明，d／2a为1或1．25时，为裂隙相互作用最大的间距。K¨KⅢ分布

随间距的变化与足。基本一致，但变化幅度很小。

双裂隙前缘应变能释放率G分布情况与单裂隙类似。在d／2a在O．25～1．25

范围内，应变能释放率随着间距增大而增大，且增大幅度迅速降低，d／2a分别

为I、1．25的双裂隙，G值几乎相等。上、下裂隙前缘的应变能释放率最大值

和最小值基本相等，因此在一定外力作用下，上、下裂隙同时起裂。

双裂隙扩展时，椭圆短轴端点附近扭结区扩展速度较快，沿原裂隙面方向

扩展。长轴端点附近生成包裹状翼裂纹，最终沿垂直外荷载方向扩展，当裂隙

扩展到一定程度时，双裂隙发生贯通并迅速贯穿试件。与单裂隙情况相比，双

裂隙的前缘扩展速度不均匀，上裂隙的下端和下裂隙的上端扩展速度快，这也

是裂隙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十、对单轴拉伸条件下不同间数量内置裂隙的扩展演化进行了数值计算和

模拟。结果表明：随着裂隙数量的增加，裂隙前缘应力强度因子明显增大，应

变能释放率也逐渐增大。可见，数量越大，裂隙越容易起裂和扩展。多裂隙的

扩展贯通过程与双裂隙情况类似。

十一、用FRANC3D软件计算了单轴拉伸条件下不同倾角表面裂隙前缘的

复合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应变能释放率分布，模拟了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

半椭圆形表面裂隙前缘K。、K。。、Km分布、应变能释放率分布与内置裂隙

情况类似，但在裂隙与试件表面交接处，应力强度因子发生突变，这是由于自

由表面效应造成的。随着表面裂隙倾角的增大，应变能释放率逐渐增大。

由于裂隙长轴端点附近存在自由表面效应，导致应力集中程度较高，因此

首先从长轴端点处开始起裂，生成包裹状翼裂纹并沿垂直主应力方向扩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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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轴端点处翼裂纹近似沿平行裂隙面的方向扩展，以短轴为分界线，上下两部

分前缘包裹状翼裂纹分别向原裂隙两侧生长，呈反对称方式扩展。随着裂隙的

扩展，长轴端点处翼裂纹扩展方向向与原裂隙面法线方向偏转，且包裹状翼裂

纹在短轴端点处发生扭曲，形成扭结区。最终裂隙扩展面成为一个扭曲的平面

向试件内部扩展，导致试件断裂。

综合认为，物理试验结果与数值计算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这些结果对

裂隙岩体拉伸断裂机理和力学性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工程实践方

面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6．2 展望

目前有关岩体中三维裂隙拉伸断裂机理及裂隙扩展对材料力学特性影响的

研究很少。本文采用物理试验和数值模拟的手段，进行了该方面的研究，得到

了一些粗浅的认识，研究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完成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

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完善和发展。

一、砂浆材料为非透明材料，难以直接观察内部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可

以尝试采用某些透明脆性材料进行裂隙拉伸扩展试验，以便更为直观的了解三

维裂隙拉伸扩展演化过程。

二、对于非透明材料，可以尝试多种观测手段，如CT、声发射等，以便对

内部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有更为精确的认识。

三、目前测试脆性材料抗拉强度的主流方法为巴西劈裂法，但该方法存在

许多缺点和不足。可比较系统的进行巴西劈裂法和单轴拉伸方法的对比研究，

进一步分析这两种方法测试结果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四、岩石材料直接拉伸试验方法，不管黏结法还是夹具法，在试件中均存

在端部效应。为减少端部效应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可尝试采用较大试件进行试

验研究。

五、FRANC3D在模拟裂隙扩展方面有较大的优势，但该软件并未考虑非

均质性的影响，因此在模拟岩石材料时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考虑利用或开发用

于分析非均质材料中三维裂隙扩展机制的程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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