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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加载速率下顶板 - 煤柱结构体力学行为试验研究
尹大伟,陈绍杰,邢文彬,黄冬梅,刘兴全
( 山东科技大学 矿山灾害预防控制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山东 青岛 266590)

要:基于声发射、数码摄像机录像及 SEM 系统,进行了不同加载速率下顶板砂岩 - 煤柱结构体
试样单轴压缩试验,研究了加载速率对顶板 - 煤柱结构体力学行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顶板 - 煤柱

摘

结构体宏观破坏起裂应力、单轴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均随加载速率递减而递减,但当加载速率递减
至 1 × 10 -5 mm / s,单轴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均出现了一个递增趋势;顶板 - 煤柱结构宏观破坏起裂

是由于煤样原生缺陷产生的水平附加应力大于煤样抗拉强度而引起的,不同加载速率下宏观破坏
起裂均发生在煤样部分,形成拉裂纹与不同程度局部弹射或片帮组合的宏观破坏起裂形式;不同加
载速率下顶板 -煤柱结构体的破坏均发生在煤样内,砂岩未发生明显破坏,煤样主要发生劈裂弹射

破坏,高加载速率下储存在实体承载结构体内的弹性能将以试样宏观拉裂纹等薄弱面为释放通道
而迅速释放,试样破坏呈“ 突发” 性且砂岩回弹变形剧烈,弹射破坏加剧,煤样更加破碎;高加载速
率下破裂断口凹凸不平,呈“ 撕裂” 状,随加载速率降低,断口趋向平整、光滑且出现“ 锯齿区” ,锯齿
区台阶咬合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试样破坏,试样呈相对延性破坏。
关键词:加载速率;顶板 -煤柱结构体;声发射;数码摄像;宏观破坏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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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mechanical behavior of roof-coal pillar structure
body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YIN Dawei,CHEN Shaojie,XING Wenbin,HUANG Dongmei,LIU Xingquan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n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founded by Shandong Provence 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dong Uni-

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59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roof-coal pillar structure body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rates,the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s with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sandstone roof -coal pillar structure
bodies. Also the acoustic emission ( AE) monitoring technique,digital video camera system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

croscop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loading rate on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roof-coal pillar structure
bo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loading rate,the macro-failure initiation strength,uniaxial com-

pressive strength and elastic modulus of the structure body integrally decrease. However,both the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elastic modulus show an increasing trend at the loading rate of 1 ×10 -5 mm / s. Moreover,when the horizon-

tal additional stress produced by native defects in coal body is larger than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coal body,the macrofailure initiation of the structure body will occur. And the macro-failure initiations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all occur in the coal body as the forms of tension crack combined with partial ejection or spalling of varying degrees. Addi收稿日期:2017 - 08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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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ly,the failures of structure bodies mainly occur in the coal body and no obvious damage is observed for roof sand-

stone. And the splitting ejection failure mainly occurs in the coal body. At a high loading rate,the elastic energy stored
in the entity bearing structure of the coal body will be rapidly released through the macro-tensile crack as a releasing

channel. Thus,the failure under a high loading rate is sudden and violent. The rebound deformation of roof sandstone is
also severe. The coal becomes more broken than that at a low loading rate. Finally,the fracture surface of the structure
body under a high loading rate is irregularity with a lacerated shape. The fracture surface becomes smooth with the decrease of loading rate. An obvious saw tooth region is found in the fracture surface under a low loading rate. The occlu-

sal frictions of steps in the saw tooth region resist the failure of the structure body in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structure
body shows a relative ductile failure.

Key words:loading rate;roof-coal pillar structure body;acoustic emission( AE) ;digital video;SEM test system;macro-failure initiation

为了保障煤炭资源的安全高效开采,大量煤柱需
要留设在采场周围,如条带煤柱、区段煤柱、防水煤
柱、断层保护煤柱等

[1-2]

,这些煤柱起着天然支撑、边

界和隔离的作用,而留设煤柱及其上覆岩层组合结构
体的稳定性决定了整个采场的安全 [3-7] 。 受爆破、掘

进和回采等因素影响,煤柱及其上覆岩层组合结构体
将承受不同速率的加载作用 [4,8] 。 因此,研究不同加

载速率下煤柱及其上覆岩层组合结构体力学行为对
认识及防控其失稳灾变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加载速率效应是指材料力学特征随试验加载速
率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行为,国内外学者针对单一煤、
岩体力学特性的加载速率效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 如,CHO 等 [9] 研究了加载速率对花岗岩和凝灰
岩动态抗拉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类岩石试件的动

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而针对加载速率对顶板 - 煤

柱结构体力学特性影响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自然地
质体岩石大多处于静态加载状态,即便是工程爆破开

挖过后应力调整期也大多处于静力学范畴 [18,20-22] ,
而岩石 静 力 学 问 题 指 的 是 应 变 率 为 1 × 10 -5 ~ 1 ×

10 -1 mm / s 的加载范围 [20] 。 为此,笔者制备了高比为
1 ∶ 1 的顶板砂岩 -煤柱结构体标准试样,进行了不同
加载速率(1 × 10 -5 ~ 1 × 10 -1 mm / s) 下顶板 - 煤柱结构

体试样单轴压缩试验,利用声发射、数码摄像机录像
及 SEM 系统分析并探讨了不同加载速率下顶板 - 煤
柱结构体力学行为。

顶板 -煤柱结构体单轴压缩试验

1
1． 1

顶板 -煤柱结构体试样加工制备

[10]

试验所需的煤样、顶板岩样均取自山西麦捷煤

引入断口形貌学的分析方法,揭示了硬脆性岩石抗拉

矿,其中顶板为砂岩。 按照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制定的

态抗拉强度随着应变率增加而急剧增加;周辉等
强度加载速率效应的内在机制;李永盛

[11]

通过 9 种

不同加载速率下的红砂岩单轴压缩试验,回归得出了
加载速率变化剧烈情况下岩石修正强度和变形量的
经验估算公式;BACKERS 等 [12] 发现岩石断裂韧度及
破裂面粗糙度与加载速率有关;ZHOU 等 [13] 研究了
加载速率对灰岩不稳定断裂扩展的临界应变能影响
规律;LAVRO、陈勉、张茹等 [14-16] 通过声发射技术,研
究了不同加载速率下岩石受力破裂演化机制;李彦
伟、李海涛等 [17-18] 研究了加载速率对煤样力学行为
的影响;通过电荷感应仪,潘一山等

[19]

研究了不同加

载速率下煤岩单轴压缩电荷感应规律;黄达等 [20] 研
究加载应变率对粗晶大理岩的应力 - 应变曲线、破坏

形态、强度、弹性模量及变形模量与应变能耗散及释

放的影响规律,探讨岩石损伤演化的能量机制;王洪
亮等

[21]

研究了应变率对红砂岩渐进破坏过程和特征

应力的影响。
以上研究对认识加载速率对单一煤、岩体力学特

标准,进行单一标准煤、岩试样单轴压缩试试验,获得
了砂岩、煤样基本力学性质,见表 1。
表1

Table 1

单一标准煤、岩样基本力学性质

Bas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ingle standard
coal and rock samples

组别

强度 / MPa

强度 40% ~ 60% 处)

弹性模量 / GPa( 峰值

泊松比

单一标准砂岩试样

72． 89

6． 74

0． 187

单一标准煤试样

单轴抗压

15． 11

2． 41

0． 223

为降低煤、岩样离散性对试验的影响,所有煤、岩

样分别取自同一块煤、岩块。 首先用 ϕ50 mm 的钻孔

取芯机将煤、岩块钻取煤、岩样;然后用锯石机将煤、
岩样锯成高度为 50 mm 的圆柱体,最后用磨平机将

其 两 端 磨 平, 要 求 试 样 两 端 面 不 平 行 度 不 大 于

0． 01 mm, 两 端 直 径 偏 差 不 大 于 0． 02 mm。 按
( 顶板 ∶ 煤柱)1 ∶ 1 高比组合,用 AB 强力胶 [4-5] 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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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 -煤柱结构体力学行为的影响,笔者进行了 1 ×
10 -5 ,1 ×10 -4 ,1 × 10 -3 ,1 × 10 -2 ,1 × 10 -1 mm / s 五个加载

合成 ϕ50 mm ×100 mm 的标准试样,如图 1 所示。

速率下的结构体试样单轴压缩试验;每个加载速率下
进行 3 个结构体试样单轴压缩试验,共 15 个试样,按
照加载速率从小到大分别组成 A,B,C,D 和 E 组。

1． 3

Fig． 1

1． 2

图1

顶板-煤柱结构体标准试样

Standard specimens of roof-coal pillar structure body

试验方案
顶板 - 煤柱结构体单轴压缩试验采用位移加载

控制 [6,16-18] ,直至试样发生破坏。 为研究加载速率对

图2

Fig． 2

试验设备及监测方法

试验主要试验与监测系统如图 2 所示,包括加载

系统、声发射系统、数码摄像机录像系统以及 SEM 系

统。 试验时,加载系统、声发射系统、数码摄像机录像

系统同步进行。 试验完成后,利用 SEM 系统对不同
加载速率下顶板 - 煤柱结构体试样破裂断口进行扫
描,研究其细观特征。

试验控制与监测系统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加载系统采用岛津 AG - X250 电子万能试验机,

该试验机为交流电机伺服驱动,加载方式采用双丝杠
结构,设备稳定性好、精度高,可实现常规压缩、拉伸

等力学试验,最大试验载荷 250 kN。

2

加载速率对强度影响分析

顶板 - 煤柱结构体试样在不同加载速率下单轴
压缩试验结果见表 2。 图 3 为不同加载速率下顶板 -

声发射系统采用 MISTRAS 系列 PCI -2 声发射系
统对不同加载速率下顶板 - 煤柱结构体单轴压缩破

煤柱结构体试样应力 - 应变曲线。 由图 3 可知,不同
速率加载下顶板 -煤柱结构体试样应力 - 应变曲线基

低功耗,能同时实现特征参数提取和波形处理。 为保

阶段。 但在峰前阶段,低加载速率下的应力曲线出现

坏过程进行实时监测。 该系统监测精度高、低噪音、

本一致,均经过初始压密、线弹性以及宏观破坏 3 个

证传感器与试件紧密结合,在二者之间涂抹凡士林作

了较为明显的“ 应力降” 现象,呈现阶梯状波动上升,

为耦合剂。 实验前,对声发射传感器进行断铅测试确

而高加载速率对应的应力曲线较为光滑。 在低加载

保传感器与试件耦合良好。
SEM 扫描电镜为 JSM - 6510LV 高低真空扫描电

速率下,试样内部微裂纹等原始损伤有充足时间演化

分辨率达到 15 nm,试件放大倍数可达 5 ~ 30 万倍,

力,因此“ 应力降” 后,应力曲线将再次上升而到达峰

子显微镜,高真空模式分辨率达到 3 nm,低真空模式

加速电压为 0． 5 ~ 30 kV。 SONY 便携式数码摄像机
用来捕捉顶板 - 煤柱结构体试样破坏过程中特征破

坏点。

和发展,形成宏观破坏,对应的应力曲线出现“ 应力

降” ;同时试样来得及 调 整 内 部 结 构 以 适 应 轴 向 应

值点,这是试样由破坏 → 内部结构调整 → 稳定的过
程。 在峰后阶段,随加载速率增大,应力曲线由“ 台
阶” 状跌落逐渐向“ 陡峭” 式下降转变,试样由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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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延性破坏向脆性破坏转变,该规律与加载速率对
单一煤、岩样应力 -应变曲线影响规律一致 [10-11,20] 。
表2

Table 2

不同加载速率下单轴压缩试验结果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试样类型

试样尺寸 /

单轴抗压

弹性模量 / GPa( 峰值

及编号

( mm×mm)

强度 / MPa

A-1

ϕ50×99． 76

21． 06

3． 162

A-3

ϕ50×99． 86

22． 14

3． 210

A-2

ϕ50×98． 96

平均值
B-1

ϕ50×102． 10

B-2

ϕ50×101． 20

B-3

平均值

ϕ50×99． 88

23． 46

22． 22

20． 55

2． 724

19． 87

C-3

ϕ50×99． 78

13． 12

15． 22

2． 698

13． 31

D-3

ϕ50×99． 86

13． 38

ϕ50×99． 60

平均值
E-1

ϕ50×99． 12

E-2

E-3

ϕ50×100． 60

平均值

ϕ50×99． 86

2． 296

2． 828

14． 23

2． 599

2． 673
2． 384

14． 70

2． 939

16． 04

2． 644

16． 70

loading rate

2． 706

16． 01

16． 72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ss and

2． 719

2． 670

ϕ50×100． 12

单轴抗压强度与加载速率的关系

2． 641

15． 68

D-1

D-2

Fig． 4

图4

2． 972

19． 79

16． 86

平均值

3． 295
2． 560

ϕ50×101． 26
ϕ50×99． 86

3． 514

18． 96

C-1

C-2

强度 40% ~ 60% 处)

2． 608

Fig． 5

图5

弹性模量与加载速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elastic modulus and loading rate

由不同加载速率下顶板 - 煤柱结构体破坏特征

可知,在轴向压力作用下,煤样先发生软化破裂,而砂
岩未发生破坏。 因此,煤样是结构体主要承载部分,
结构体强度主要由煤样强度所决定 [5] 。 同时,由表 1

可知,砂岩强度远大于煤样,在单轴压缩过程中,砂岩
将处于弹性状态,根据文献[24 - 26] ,可将砂岩抽象
为刚度为 k m 的弹簧;煤是一种松散介质体,其内部包

含大量原生缺陷,如微裂纹、孔洞及节理等,可将煤样
简化成原生裂纹和其周边实体承载结构体 [18] ,建立
顶板 -煤柱结构体失稳破坏力学模型,如图 6 所示。

图3

Fig． 3

不同加载速率下顶板-煤柱结构体应力-应变曲线

Stress-strain curves of roof-coal pillar structure bodies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图 4 和 5 分别为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与加载

速率关系曲线。 由表 1 和图 4,5 可知,随加载速率由
1 ×10 -1 递减至 1 ×10 -5 mm / s,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
整体呈递减的趋势,这与加载速率对单一煤、岩样单轴
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影响规律一致。 但当加载速率为

1 ×10 -5 mm / s 时,单轴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出现了递增
趋势,与加载速率为 1 ×10 -4 mm / s 相比,单轴抗压强度
和弹性模量分别递增了 12． 72% ,1． 73% 。

Fig． 6

图6

顶板-煤柱结构体失稳破坏力学模型

Mechanical model for roof-coal pillar structure body

在轴向压力 σ1 作用下,弹簧(砂岩)、煤样的实体

承载结构体发生压缩变形,分别为 U 和 u,而煤样原生

裂纹将发生发育,如图 6( c) 所示。 在低加载速率时,
煤样内原生裂纹有充足的时间演化和发展,加剧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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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损伤,从而大幅度地削弱了其强度,进而降低了结构

此外,煤样破裂时会引起弹簧( 砂岩) 回弹变形,

体强度。 高加载速率对煤样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储存在弹簧的弹性能一部分克服自身阻尼做功消耗,

面:一方面由于加载持续时间相对较短,限制了原生裂

另一部分对煤样做功,促使煤样进一步破裂和运动,

纹演化和发展,降低了其损伤,增大了煤样强度,从而
增加了结构体强度;另一方面,大量弹性能储存在原生
裂纹周边实体承载结构体内,由于煤样强度相对较低,

易造成局部实体承载结构的“弹射”式破坏(图 7(a)),
进而诱发其周边结构连锁破坏(图 7(b)),削弱了煤样
强度,进而削弱了结构体强度。

而回弹的弹性能释放先于主破裂发生 [24-25] 。 高加载

速率下的回弹较为剧烈,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煤样

强度,进而降低了结构体强度。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高加载速率对煤样的两种作
用机制及砂岩剧烈弹性回弹可能会导致高加载速率
下的强度小于低加载速率下的现象。

3

加载速率对宏观破坏起裂影响分析
文献[5] 定义了宏观破坏起裂应力,即试样出现

首个宏观裂纹等宏观破坏点对应的轴向应力,其表征
着试样宏观破坏的开始。 试样宏观破坏使对应的应
力曲线出现“ 应力” 降,且由于能量释放,对应的能量

率曲线出现峰值,如图 8 所示。 表 3 为各组试样宏观
破坏起裂应力和起裂形式。

由图 8 和表 3 可知,不同加载速率下结构体试样

宏观破坏起裂均发生在煤样内。 煤作为一种含原生
图7
Fig． 7

D-2 试样加载过程中“ 弹射” 破坏及其诱发其周边

缺陷岩体,在轴向压应力作用下,缺陷处将产生应力

Ejection-type failure and it induces the destruction

指出缺陷岩体内部应力包括均匀的弹性应力以及缺

结构连锁破坏

of its surrounding structure in D-2 specimen

Fig． 8

图8

集中,从而改变了其内部应力场分布。 文献[19,21]
陷引起的附加应力,对试样影响较大的是水平附加

试样宏观破坏起裂

Macro-failure initiations of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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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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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试样宏观破坏起裂应力及起裂位置
Macro-failure initiation strength and failure
initiation location of specimens

试样

裂应力 / 单轴

破坏起

宏观破坏

内的弹性能以宏观拉裂纹等薄弱结构面为释放通道

裂形式

起裂位置

而释放,将形成弹射或局部片帮破坏的宏观破坏起裂

1． 00
1． 00
1． 00

先出现宏观拉裂纹
后迅速弹射破坏而
造成试样破坏

煤样

19． 02
15． 10
19． 14

0． 93
0． 80
0． 96

—

—

宏观 拉 裂 纹、 局 部
较大弹射破坏

煤样

—

—

抗压强度

22． 22

17． 75

1． 00

0． 90

C-1

15． 33

0． 91

宏观 拉 裂 纹、 局 部
片帮

C-2

12． 15

0． 77

宏观 拉 裂 纹、 局 部
弹大射破坏

平均值

12． 39

0． 81

—

—

煤样

0． 74

11． 82
9． 65
12． 59

0． 89
0． 60
0． 94

宏观 拉 裂 纹、 局 部
小弹射破坏

煤样

11． 38
10． 51

0． 68
0． 72

宏观 拉 裂 纹、 局 部
片帮

—

—

E-3

7． 53

0． 45

宏观 拉 裂 纹、 局 部
较小弹射破坏

平均值

9． 81

0． 62

—

平均值
E-1
E-2

11． 35

0． 81

Fig． 9

4
4． 1

图9

形式,该过程极短,不易捕捉。 由图 8 和表 3 可知,

B ~ E 组试样宏观破坏起裂基本为宏观拉裂纹及不同
程度弹射或局部张拉式片帮破坏,且在弹射破坏区域
附近,可发现小的拉裂纹。 随轴向应力增大,拉裂纹
将继续发育扩展,且伴随着局部弹射破坏,当达到最
大承载力时而形成劈裂弹射破坏,如图 9 所示。

A 组( 加载速率为 1 × 10 -1 mm / s) 试样峰前应力

曲线光滑,未出现“ 应力降” ,且宏观破坏起裂到整体

破坏过程极短,可认为峰值应力为宏观破坏起裂应
力。 试样破坏过程为先出现宏观拉裂纹,然后储存在

9． 69

D-1
D-2
D-3

生裂纹等缺陷将发育演化成试样表面宏观拉裂纹,从

起裂应
21． 06
23． 46
22． 14

C-3

应力,当水平附加应力大于煤样抗拉强度时,煤样原
而形成宏观破坏起裂;若此时储存在实体承载结构体

A-1
A-2
A-3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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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破坏起

力 / MPa

B-1
B-2
B-3

报

宏观破坏

编号

平均值

学

煤样

实体承载结构体内的弹性能以宏观拉裂纹等薄弱结
构面为释 放 通 道 而 迅 速 释 放, 造 成 试 样 破 坏, 如 图

10( a) 所示。

由前文分析可知,不同加载速率下宏观破坏起裂

应力大小与煤样抗拉强度有关,根据以往研究可知,

随加载速率递减,材料抗拉强度逐渐递减 [9-10] ,因此,
对应的宏观破坏起裂应力随加载速率递减而递减,如

—

图 11 所示。

不同加载速率下试样典型破坏形态

Typical final failure modes of specimens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加载速率对破坏影响分析
加载速率对宏观破坏形态影响分析

图 9 中红色椭圆区域代表弹射破坏缺失区,蓝色

线条为宏观破裂面。

由图 9 可知,不同加载速率下结构体试样破坏均

发生在煤样内,而砂岩未发生明显破坏,这主要是砂

岩强度远大于煤样造成的。 煤样主要发生了劈裂弹
射破坏,加载速率的增大限制了原生裂纹演化和发
展,大量弹性能储存在实体承载结构体内,试样破坏
时,弹性能突然释放,砂岩回弹变形剧烈,劈裂弹射破

坏加剧,煤样破碎程度增大,其中 A - 2 试样煤样左侧
弹射缺失了约 1 / 3。 加载速率较低时,大量弹性能被

原生裂纹演化和发展所消耗,储存在实体承载结构体
内的弹性能相对较小,原生裂纹扩展发育成试样宏观
破裂面,试样局部发生弹射破坏,煤样破碎程度相对
较低。

4． 2

不同加载率下破裂面断口形貌特征分析
不同加载速率下顶板 - 煤柱结构体试样断口形

貌的研究有助于从细观角度研究加载速率对结构体
试样破坏的影响。 选取 A - 2,B - 1,C - 2,D - 1 以及
E - 2 试样破坏面进行电镜扫描,断口 SEM 图片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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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Fig． 11

图 12

Fi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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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破坏起裂应力与加载速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failure initiation
strength and loading rate

不同加载速率下试样破裂面 SEM 图片

SEM images of specimen fracture surface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后阶段,应力曲线呈“ 台阶” 状跌落,试样破坏呈现一
Fig． 10

12 所示。

图 10

典型试样单轴压缩破坏过程

Progressive failure process of typical specimens

由图 12 可知,高加载速率下的煤样破裂断口凹
凸不平,呈“ 撕裂” 状,特别是 A - 2 试样,这说明试样
破坏呈“ 突发” 性且较为剧烈,其破裂面没有充足时
间发育和扩展。 同时,断口微裂纹较为发育,A - 2 试

样微裂纹最大开度为 5． 30 μm。 随加载速率降低,试

样微裂纹有充足时间发育和扩展而形成宏观破裂面,

定的相对延性。
4． 3 不同加载率下破坏过程分析
选取 A -2,C -2 以及 E -2 试样对顶板 -煤柱结构

体破坏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图 10 为各试样单轴压缩

破坏过程中应力、能量率变化以及宏观裂纹发育及扩
展示意。

由图 10 可知,在峰前阶段,A -2 试样能量率波动

较小,未出现突增点,说明高加载速率下外界输入的
能量以弹性能形式储存在实体承载结构体内;试样发

破裂面断口较为平整、光滑,断口微裂纹相对不发育。

生破坏时,储存在实体承载结构体内弹性能将以试样
宏观拉裂纹等薄弱面为释放通道而迅速释放,引起试

此外,在断口面可发现一定范围的锯齿区,锯齿区台

样“ 突发” 性劈裂弹射破坏,发出明显爆裂声,能量率

阶咬合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试样破坏,在加载峰

信号呈现突变式增长,呈“ 孤震” 型,出现了一个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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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 65 535。 宏观拉裂纹是试样内部微裂纹发育扩

分析[ J] . 煤炭学报,2007,32(9) :897-901.

ty of coal pillar and stiff roof system[ J] . 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

动。 而低加载速率下外界输入的能量主要用于微裂
[4]

bodies at different stress levels[ J] .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11,

后继抵抗力,对应的应力曲线呈“ 台阶” 状跌落,每次
[5]

结

及宏观破坏起裂应力随加载速率递减而呈递减趋势,
但当加载速率为 1 ×10 -5 mm / s 时,单轴抗压强度和弹

lar structure[ J] .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6]

试验分析[ J] . 煤炭学报,2011,36(12) :2064-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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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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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Lusheng, ZHAO Shankun, LIU Jun, et al. Experimental re-

search on rules of rock burst tendency evolution and mechanical

同程度的局部弹射或片帮破坏的宏观破坏起裂形式。
加载速率为 1 ×10 -1 mm / s 时,结构体宏观破坏起裂到
载结构体内的弹性能将以试样宏观拉裂纹等薄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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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2017,36(7) :1588-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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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 不同加载速率下的宏观破坏起裂均发生煤样

进破坏机制研究[ J] .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7,36(7) :1588 -

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ressive failure mechanism of roof-coal pil-

性模量均出现了一个递增趋势,主要高加载速率对煤

原生缺陷产生的水平附加应力大于煤样抗拉强度引

陈绍杰,尹大伟,张保良,等. 顶板-煤柱结构体力学特性及其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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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on loading-unloading behavior of coal-rock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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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型。 宏观拉裂纹以及弹射破坏区域的进一步发

ety,2007,32(9) :89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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