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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探求初始裂隙倾角对岩石损伤裂断特征的影响，采用岩石破裂过程的 ＲＦＰＡ 数值分析系

统，对单轴压缩作用下的不同裂隙倾角的单裂隙试件破坏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根据获得的不同加载

步的岩石内部应力图像，分析初始裂隙倾角对岩石裂隙扩展方向及试件断裂方向的影响，获得了岩石
内部应力再分布规律，结合声发射累积事故数随加载步的变化，将岩石内部应力分为损伤产生并稳定
扩展阶段、损伤快速扩展并连通阶段和岩石破坏阶段。 研究结果表明：在损伤产生并稳定扩展阶段，
岩石内部的应力最大值随加载步的增加基本按线性增加，且初始裂隙倾角为 ４５°时最大主应力和最
大剪应力的最大值增长最快，初始裂隙倾角为 １５°时最小主应力的最大值增长最快。
关键词：裂隙倾角；裂隙扩展；应力分布；单轴压缩；断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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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及相似材料模拟的方法。 近

言

岩体中初始裂隙的存在不仅改变了岩体的力学
性质，还在外力作用下，初始裂隙的扩展和贯通形成

几年在裂隙岩石断裂行为 ［１－３］ 、裂隙的扩展和贯通

机制 ［４－６］ 、裂隙岩石的变形特性 ［７－８］ 等方面均获得了
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通过模拟研究 ［９－１３］ 发现裂隙

渗流通道，造成岩体工程灾害的发生，如 １９８０ 年湖

的位置、尺寸、数量、间距、桥岩倾角不同时岩块将呈

北远安盐池河磷矿的山崩，２００６ 年葫芦岛南栗永案

现不同的破坏模式，并确定了裂隙的扩展和搭接破

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等。 针对裂隙岩体的研究主要采

坏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了不同裂隙形式试样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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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差异化的主要原因。 岩体中的裂隙虽然杂乱无
章，但常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岩体中的优势裂隙组
常在岩体破坏中占主体地位。 而裂隙倾角是划分裂
隙组的主要特征数据之一，裂隙倾角的改变影响了
再生裂隙的扩展方向，使岩体中宏观裂隙的发展方
向产生较大变化，从而改变了岩体的破坏模式。
近几年，针对裂隙倾角对岩体力学特性的影响
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总结了裂隙倾角对试件峰

角 α 以水平 线 为 起 边 方 向 逆 时 针 进 行 度 量，分 别

为 １５°、３０°、４５°、６０°、７５°。 每 组 选 取 ４ 幅 有 代 表

性的图像观 察 裂 隙 演 化 过 程 和 岩 块 的 断 裂 方 向，
第 １ 幅为裂隙原始状态图，第 ２ 幅为损伤连通形成

再生裂隙图，第 ３ 幅 为 微 裂 隙 连 通 形 成 断 裂 裂 隙
图，第 ４ 幅为岩块断裂模式图，数值试验结果如图

１ 所示。

值应力的影响规律，李术才等 ［１ ４ ］ 研究了单轴拉伸
条件下裂隙倾角对类岩石材料力学特性的影响；张
伟等 ［１ ５ ］ 对比分析了动、静荷载条件下裂隙倾角对
岩体强度影响的差异性；王卫华等 ［１６］ 揭示了裂隙倾
角对裂隙起裂角、起裂速度的影响规律；孙朝阳 ［１７］
分析了裂隙倾角对再生裂隙发展路径的影响；杜贻
腾等 ［１８］ 探讨了裂隙倾角对裂隙起裂强度及再生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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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发展过程的影响；李小帅等 ［１９］ 试验结果显示裂隙

倾角对岩体中主裂纹方向及位置均有显著影响；陈

秀云 ［２０］ 分析了裂隙倾角对岩石贯通破坏面的影响。
而对在裂隙倾角的影响下岩石内部应力的再分布规
律尚未进行探讨。 笔者拟通过数值分析研究单轴压
缩条件下单裂隙岩石损伤断裂过程，揭示裂隙岩石

内部应力分布特征，并探讨裂隙倾角对岩石内部应
力重新分布的影响规律，以期为地下工程围岩稳定
性提供参考。

１

图１

裂隙倾角对岩石损伤破坏的数值分析
岩块模型选取

中

１ １

Ｆｉｇ １

采用岩石破裂过程 ＲＦＰＡ 数值分析系统对单轴

初始裂隙倾角不同时岩石裂隙扩展示意
Ｃｒ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ｒａｃｋ ｄｉｐ ａｎｇｌｅ

由图 １ 可知，在单轴压缩作用下，赋存单条裂隙

压缩条件下的不同裂隙倾角的单裂隙试件破坏过程
进行数值模拟，模型尺寸选取 １５０ ｍｍ × １５０ ｍｍ，计

的岩块受初始裂隙倾角的影响，其岩石裂隙发展形

算时划分 １５０ × １５０ 个单元，裂隙长度 ３０ ｍｍ，采用应
力加载方式，每步应力加载量为 ０．０２ ＭＰａ。 试件基

损伤连通平行于加载方向形成裂隙，裂隙持续扩展，

元力学性能参数如下：

最终形成断裂裂隙。

弹性模量均值 ／ ＭＰａ

单轴抗压强度均值 ／ ＭＰａ
泊松比均值
内摩擦角 ／ （ ｏ ）
压拉比

１ ２

１３ ３００
５０

０．１４

２５
２５

裂隙倾角对岩石裂隙演化的影响
为探求 初 始 裂 隙 倾 角 对 岩 石 破 坏 的 影 响 规

律，采用岩石破裂过程 ＲＦＰＡ 数值分析系统对 ５ 个
不同裂隙倾 角 的 岩 石 试 件 进 行 数 值 模 拟 试 验， 倾

态及岩块破坏模式均有较大的变化。

１） 当裂隙倾角为 １５°时，沿裂隙发生多处损伤，
２） 当裂隙倾角为 ３０°和 ４５°时，裂隙两端均产生

扩展裂隙， 且 下 端 扩 展 裂 隙 与 初 始 裂 隙 夹 角 约 为

９０°。

３） 裂隙倾角为 １５°、３０°、４５° 的岩块破坏时均沿

裂隙上下端扩展形成断裂裂隙，且左侧变形较大并
发生破碎。

４） 当裂隙倾角为 ６０° 时，裂隙两端首先产生扩

展裂隙，上端裂隙与加载方向平行，下端扩展裂隙与
初始裂隙夹角约为 ７５°，随着加载步数的增多在初

始裂隙下方持续产生损伤，损伤连通形成劈裂裂隙，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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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方向与水平线的夹角大约为 ６０°，岩块右侧及

右上方发生较大变形。

５） 当裂隙倾角为 ７５°时，裂隙右侧首先发生损伤，

损伤沿加载方向形成裂隙，但未和初始裂隙连通，最终
破坏时岩块上方变形较大，岩块中下部多处破碎。

图２

Ｆｉｇ ２

２

岩石内部应力重新分布规律

２ １

岩石内部应力变化规律
岩石在加载过程中，岩石内部应力平衡受破坏，

应力重新分布，应力最大值随加载变化如图 ２ 所示。

岩石内部应力与加载步数关系曲线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从图 ２ 可以看出，裂隙倾角对岩石内部最大主

１） 损伤产生并稳定扩展阶段Ⅰ。 加载初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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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和最大剪应力的影响趋势基本相同，在加载初

由图 ３ 可知应力变化大致可分为 ３ 个阶段：

期，岩块内部应力均按线性增加，斜率越大，应力增

发射累积事故数为 ０，初始损伤闭合，随加载步数的

长速率越快。 在相同加载步数下应力受裂隙倾角影

增加，岩石内部发生损伤，随后损伤连通形成微小裂

响变化趋势排序如下：

隙，声发射累积事故数按指数增加，对所获数据进行

σ １，４５ ° ＞ σ １，１５ ° ＞ σ １，３０ ° ＞ σ １，６０ ° ＞ σ １，７５ °

σ ３，１５ ° ＞ σ ３，３０ ° ＞ σ ３，６０ ° ＞ σ ３，４５ ° ＞ σ ３，７５ °
τ ４５ ° ＞ τ １５ ° ＞ τ ３０ ° ＞ τ ６０ ° ＞ τ ７５ °

（１）

拟合，则：

（３）

式中： ｙ 为声发射累积事故数； ｘ 为加载步数；Ｒ 为

（２）

式中： σ １ 为最大主应力； σ ３ 为最小主应力； τ 为最
大剪应力，ＭＰａ。

此阶段岩石内部应力按线性增加，对所获数据

进行拟合，则：

σ １ ＝ ０．１１８ ２ｘ ， Ｒ ２ ＝ ０．９９７ ２

破坏时由于个别损伤和微裂隙的闭合最小主应力均
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随着持续加载裂隙增多最小主

（４）

拟合曲线相关性系数。

中

初始裂隙倾角为 １５°、４５° 和 ７５° 的岩块在临近

ｙ ＝ ０．７６３ ５ｅ ０．０４６ ５ ｘ ， Ｒ ２ ＝ ０．９６０ ９

σ ３ ＝ ０．０２５ ４ｘ ， Ｒ ＝ ０．９９４ ２
２

（５）

（６）

应力迅速上升，裂隙倾角为 ３０°和 ６０°的岩块在破坏

τ ＝ ０．０５１ ７ｘ ， Ｒ ＝ ０．９９６ ６
（７）
由此可见，岩石内部应力在重新分布过程中，最

以裂隙倾角为 ４５° 的岩石内部应力变化为例，

大主应力值增长最快，其次为最大剪应力，再次为最

时最小主应力迅速上升。

结合岩石单轴压缩条件下声发射累积个数曲线，可
将应力变化过程分为 ３ 个阶段，如图 ３ 所示。

２

小主应力。

２） 损伤快速扩展并连通阶段 Ⅱ。 此阶段声发

射累积事故数增长幅度加快，在拉剪应力作用下岩

石内部损伤沿与裂隙夹角约 ４５° 的方向迅速增加，
但损伤连通形成的微小裂隙以与加载方向平行为

主。 最大主应力和最大剪应力最大值随加载步数增
加有波动现象，而最小主应力随加载步数增加持续
上升至最大值后突然下降，岩石进入破坏阶段。

３） 岩石破坏阶段Ⅲ。 此阶段声发射累积事故

图 ３ 初始裂隙倾角为 ４５°时岩石内部应力与加载步数关系
Ｆｉｇ ３

１０２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ｓｔｅｐ ｆ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ｒａｃｋ ｄｉｐ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４５°

数迅速增加，微小裂隙连通形成断裂裂隙，岩石破裂

并迅速崩塌。 最大主应力和最大剪应力最大值均有
较大幅度的上升，而最小主应力最大值先下降随后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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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临近破坏时应力分布规律

影响趋势一致。

单轴压缩作用下，具有初始裂隙的岩石临近破

坏时其内部应力最大值变化情况见表 ２，岩石内部
应力最大值随角度变化情况如图 ４ 所示。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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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朝阳．不同裂隙角度对岩体强度影响研究 ［ Ｊ］ ． 煤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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