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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脆性岩石边缘裂纹扩展规律，以自制的类岩石材料试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单轴


加载、声发射监测及FRACOD 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预制边缘裂纹的起裂、扩展及声发射
特征进行了研究。试验结果表明：随着预制边缘裂纹宽度的增加，试件的起裂强度、单轴抗压
强度逐渐减小，I型拉伸裂纹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早，剪切裂纹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试件的破坏
形式不因预制边缘裂纹宽度不同而改变，最终以拉伸破坏为主。声发射监测中，裂纹起裂和试
件整体破坏时声发射具有阶梯状波动、能量高的特点；边缘裂纹宽度越大，第1次出现能量峰值
时间越早；I型破坏产生在线弹性阶段，大多数剪切与次生裂纹产生在峰值强度附近，其能量水
平远大于拉伸裂纹起裂点能量值。数值模拟试验过程中，随着裂纹宽度增加，裂纹起裂角度越
趋近于加载方向，裂纹数目增多，总位移由4.7 mm降低到1.07 mm，最大拉应力由58.2 MPa减小
到26.8 MPa，试件的破坏形式与力学试验相同。


关键词：脆性类岩石材料；边缘裂纹；扩展规律；声发射监测技术；FRA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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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edge-opened cracks propagation
in rock-lik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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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eries of uniaxial compressiv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rock-like brittle specimens with pre-existing
edge-opened cracks to investigate crack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 method of uniaxial loading，AE


monitoring technique and FRACOD

simulation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niaxial compression

strength and crack initiation stress both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width into the specimens. 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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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time of mode I tensile crack was more and more early，and that of shear crack was more and more lat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width into the specimens. The failure mode of the specimens didn't change due to the
different width of the pre-existing edge-opened cracks，and the ultimate failure modes were tensile failure. AE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ep wave and high energy when crack initiation and overall failure of the specimen. With the
increase of edge crack width，the time of the first energy peak was earlier. Most of the shear and secondary cracks
occurred near the peak strength，and their energy level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ensile crack initiation
point. The crack initiation angle was closer to the loading direction，the number of cracks increased，the total
displacement decreased from 4.7 mm to 1.07 mm，and the maximum tensile stress decreased from 58.2 MPa to
26.8 MPa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width. The failure modes of the specimens i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were
the same as those in mechanical tests.
Key words：brittle rock-like materials；edge-opened crack；propagation law；AE technique；FRACOD
长壁开采工作面的尺寸相对于整个岩层是窄
小的，以采空区中线为对称线将采空区分成2部分，
将带有回采工作面的一部分可以看作边缘裂纹，实



边缘裂纹传播规律试验

1
1.1

试验设计

现将煤层回采岩层裂隙发育问题简化为实验室内

( 1 ) 试件制备

的岩石边缘裂纹扩展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

由于原岩试件制作或在原岩试件制作裂隙过

学者主要集中在二维裂纹传播规律的研究，取得了

程中产生的振动极易造成试件的破坏，而且试验离



较多的研究成果。段国勇 等以边坡破坏为背景研


散性较大，因此采用类岩石材料对裂纹传播过程进

究了岩石边缘裂纹的扩展规律；黄正红、邓守春 等

行模拟研究。

研究了单轴荷载作用下含2条边缘裂纹的水泥胶砂
试样裂纹传播规律及破坏特征；XUE 等研究了不

试 验 材 料 按 照 ：模 型 石 膏 ：硅 藻 土 ：水 ( 水 温
45 ℃ )=165 ：2：70配制，命名为GBM试样，该类岩石

同倾角的裂纹传播过程中强度与声发射的特征；

材 料 平 均 单 轴 强 度 为 24.18 MPa ，参 与 强 度 为





MANOJ Khanal 研究了裂纹宽度变化对岩石强度


及裂纹发展的影响；SHEN



研究了单轴压缩条件

下石膏试件含有的裂纹传播机制及岩桥贯通过程；
SILVA等

 

基于数值软件ABAQUS对岩石裂纹萌

生、传播进行了模拟；郭彦双
等



 

1.3 MPa，平均抗拉强度为2.82 MPa，平均弹性模量
为4 246.7 MPa，拉压比为1：8.6。其与常见脆性岩石
 

材料参数对比见表1

有表中图像所示的变化趋势。

、E GHAZVINIAN
表1

对含张开型裂纹的辉长岩试样进行单轴压缩

Table 1

试验，得到预制裂隙的破裂模式以反翼裂纹为主；


CHAU

 

、E SMITH



、ZHANG等

，脆性岩石应力-应变曲线具

GBM与常见脆性岩石参数对比

Parameters comparison between GBM and
common brittle rock

采用理论分析及
岩石材料

B

ε

大理岩

0.567 0

0.005 6

缘裂纹、倾斜裂纹的破裂特征进行了研究，由于试

花岗岩

0.541 0

0.005 7

样的材料和尺寸存在不同，实验结果也不尽相同。

红砂岩

0.530 0

0.007 1

GBM

0.511 0

0.005 8

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荷载作用下边缘裂纹扩展规



σ

律。以上学者多采用力学实验、数值模拟实验对边

应力-应变曲线趋势

"!




本文通过类岩石材料大尺寸试件，采用单轴



压缩试验和声发射监测方法对含预制边缘裂纹试
件的边缘裂纹起裂、扩展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利用

ε #$





注：B为脆性指标，取值范围0～1，值越大表示脆性程度越高。



FRACOD 断裂分析软件对边缘裂纹扩展特征进行

大 尺 寸 试 件采 用 尺 寸 为长 × 宽× 高 =100 mm×

了数值模拟，探讨了不同宽度下的边缘裂纹扩展规

100 mm×200 mm 的 长 方 体 ，裂 纹 位 于 试 件 左 侧 中

律，对我国矿山工程的岩石边缘裂纹扩展研究具有

部，长度为100 mm，宽度l为25，30，40和50 mm，角度

 

重要意义

。

为水平角，试件设计方案如图1所示。
033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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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成形，此时取出钢片并脱模；⑥ 将试件放在

5
R1 R20

DHG-9070A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烘干5 d( 该时间

R25

99

通过长期对大尺寸模型强度石膏试件烘干总结得
到，目的在于试件前后称取质量差别控制在0.01%，

200

保证各试件之间质量相同 )，温度设为60 ℃；⑦ 最后
l

采用细砂纸打磨不平整表面至光滑，并测量试件尺

99

寸参数及质量( 称重精度为±0.01 g )。本次试验共制

100

100

( 2 ) 试验设备及控制方式
50

( a ) 试件尺寸

图1

取4组( 裂纹宽度l=25，30，40，50 mm )，12个试件。

25
30
40

试验设备主要包括试验加载系统、声发射监测

( b ) 钢片尺寸

系统和摄像机。试验加载系统采用RLJW-2000型

试验设计方案( 单位：mm )

Fig. 1

岩石伺服压力试验系统，试验采用位移控制加载，

Design schemes ( unit：mm )

加 载速率为0.003 mm/min。声发射监测装置采用

试件制作过程：① 组装完模具并将模具内部涂

MISTRAS系列PCI-2声发射监测分析系统，该系统

抹润滑油以保证试件表面光滑及容易脱模；② 将模

对材料几何形状不敏感但是对材料的性质甚为敏

具放置在ZP振动平台上减少浇筑时试件内存留气

感。试验采用SONY便携式数码摄像机捕捉表面裂

泡；③ 按照配比称取模型石膏、硅藻土、水的质量，

纹传播过程。试验主要控制与监测系统如图2所

混合模型石膏和硅藻土，拌至均匀，加水和匀；④ 将

示，试验时，加载系统、声发射系统、摄像机同一时

和好的料浆浇筑到模具中，浇筑完成后，把厚度为

间段进行，保证3者具有相同的时间参数，以便数据

3 mm的钢片插入设定位置；⑤ 8 min左右料浆表面

处理与裂纹闭合、起裂、扩展分析。

加载系统

加载装置

试件

声发射监测系统

前置放大器
摄像机

声发射探头

伺服控制系统

图2
Fig. 2

1.2

试验控制与监测系统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行表面裂纹传播过程分析。

表面裂纹传播规律分析
边缘裂纹在加载过程中裂纹端线( 裂纹尖端点

( 1 ) 裂纹宽度l=25 mm，以试件1-1为例，其传播

形成的线 )的应力集中程度及预制裂纹尖端附近的

过程如图3所示。图3中Pef 表示深度为25 mm的预

拉应力远大于裂纹其他部分，因此，裂纹在端线起

制裂纹；A-1，A-5为I型拉伸裂纹；A-2为剪切裂纹；

裂或终点在端线，从各组试件中选取代表性试件进

A-3，A-4为次生拉伸裂纹。

033035-3

张保良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3( 2020 )：033035

约为峰值强度的87.8%，从预制裂纹尖端分别向下、
上两方向沿80°、45°产生次生裂纹B-2和剪切裂纹
B-3，随后２者随加载裂纹不断传播；当达到峰值强
度15.64 MPa时，在预制裂纹尖端产生次生裂纹B-4
和由上部断面起裂的拉伸裂纹B-5，试件主要以拉
伸破坏为主。
( 3 ) 裂纹宽度l=40 mm，以试件3-2为例，其传播
过程如图5所示。图中Pef表示深度为40 mm的预制
裂纹；C-1，C-2，C-4为I型拉伸裂纹；C-3为翼状拉
( a ) 12.11 MPa

图3
Fig. 3

( b ) 17.25 MPa

( c ) 18.80 MPa

伸裂纹。

试件1-1裂纹传播过程

Propagation process of specimen No. 1-1

当加载到12.11 MPa时，约为峰值强度的64.4%，
预制裂纹尖端出现“鼓包”及裂纹，从试件上部断
面产生I型破坏，起裂后快速与裂纹尖端相连形成拉
伸裂纹A-1；当加载至17.25 MPa时，约为峰值强度
的91.7%，从裂纹尖端起裂，产生与预制裂纹呈17°
的剪切裂纹A-2，同时产生次生裂纹A-3，A-4；加载
至峰值18.8 MPa时，从试件底部断面产生沿主应力
( a ) 2.81 MPa

方向的I型拉伸裂纹A-5并迅速与次生裂纹A-3连

图5

接，试件破坏。卸载后剪切裂纹A-2部分闭合，试件
Fig. 5

以拉伸破坏为主。
( 2 ) 裂纹宽度l=30 mm，以试件2-3为例，其传播

( b ) 9.20 MPa

( c ) 10.52 MPa

试件3-2裂纹传播过程

Propagation process of specimen No. 3-2

当加载至2.81 MPa时，约为峰值强度的26.7%，

过程如图4所示。图中Pef表示深度为30 mm的预制

从试件下部断面产生I型裂纹，快速与预制裂纹尖端

裂纹；B-1，B-5为I型拉伸裂纹；B-2，B-4为次生拉

相连形成拉伸裂纹C-1，传播方向由主应力方向变

伸裂纹；B-3为剪切裂纹。

成与预制裂纹呈80°；当加载至9.20 MPa时，约为峰
值强度的87.4%，自预制裂纹尖端起裂沿90°向下传
播产生拉伸裂纹C-2；加载至应力最大值时，由预制
裂纹尖端起裂产生翼裂纹C-3并沿45°传播，最后转
向加载方向，同时沿着试件下端面产生沿90°向上传
播的拉伸裂纹C-4，试件表现为拉伸破坏现象。
( 4 ) 裂纹宽度l=50 mm，以试件4-2为例，其传播
过程如图6所示。图中Pef表示深度为50 mm的预制
裂纹；D-1，D-3，D-4为I型拉伸裂纹；D-6为次生拉
伸裂纹；D-2，D-5为剪切裂纹。

( a ) 11.82 MPa

图4
Fig. 4

( b ) 13.73 MPa

( c ) 15.64 MPa

当加载至2.59 MPa时，约峰值强度的25.8%，自

试件2-3裂纹传播过程

试件上部断面起裂，裂纹迅速沿主应力方向传播形

Propagation process of specimen No. 2-3

成拉伸裂纹D-1( 在与预制裂纹尖端对接时产生水

当加载到11.82 MPa时，约为峰值强度的75.5%，

平剪切裂纹 )；当加载至8.20 MPa时，约峰值强度的

预制裂纹尖端出现掉渣现象并开始起裂，试件下部

81.8%，从预制裂纹尖端沿45°向上产生剪切裂纹D-

断面产生I型破坏，起裂后迅速沿90°向上与裂纹尖

2；当加载至峰值时，试件产生拉伸裂纹D-3和D-4、

端相接形成拉伸裂纹B-1；当加载至13.73 MPa时，

次生裂纹D-5及剪切裂纹D-6，主要呈拉伸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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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在试件破坏形式上，试件的破坏形式不因预
制边缘裂纹宽度不同发生改变，试件最终以拉伸破
坏为主，剪切裂纹只是加快了其破坏速度，但随着
预制边缘裂纹宽度增大，试件的起裂强度、单轴抗
压强度逐渐减小。

边缘裂纹传播声发射特征

2
2.1

试验设备及方法
声发射监测系统门槛值设置为40 dB，浮动门槛

( a ) 2.59 MPa

( b ) 8.20 MPa

图6
Fig. 6

( c ) 10.02 MPa

6 dB( 环境噪音小于20 dB )，平均波速2 286 m/s，6通

试件4-2裂纹传播过程

道定位。

Propagation process of specimen No. 4-2

试验前对试件进行断铅测试和材料声学特征

总结各组试件表面裂纹传播规律如下：

矩阵测试；试验过程中，探头端部、试件与垫块接触

( 1 ) 在时间上，I型拉伸裂纹在各试件的加载中

面均匀涂抹凡士林，减小断面效应及其对声发射信

出现最早，随着预制边缘裂纹宽度的增加，裂纹出

号的干扰，以保证声发射信号能够被传感器良好的

现的时间越来越早；次生拉伸裂纹、剪切裂纹出现

接收。声发射探头采用胶带固定，试验开始前对传

时间迟于I型拉伸裂纹；随着边缘裂纹宽度增加，剪

感器进行断铅耦合测试，确保各探头幅值信号在

切裂纹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

90 dB以上。

( 2 ) 在传播方向上，随着预制边缘裂纹宽度增

2.2

加，I型拉伸裂纹传播方向越来越平行于加载方向，

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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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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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试件3-2(l=40 mm)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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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试件2-3(l=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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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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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试件4-2(l=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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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轴压力作用下，不同预制裂纹宽度试件的
声发射特征随荷载的变化关系如图7所示。

能量

应力/MPa

剪切裂纹越来越趋近45°。

声发射特征分析

声发射特征曲线
AE characteristic curves

由图7可知，含边缘裂纹类岩石试件在破裂过

较低，没有较大的变化，表明内部基本无裂纹产生

程中声发射特征如下：在应力无突变阶段，能量值

或者微裂纹产生；当应力值出现“阶梯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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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量值急剧增大，表明裂纹产生并显现( 根据录

由于试样初始受压，内部原生裂纹密合，造成相互

像视频、能量值变化、时间可知观察到裂纹出现时，

间作用力增大，摩擦力随之增大，从而阻碍了原生

应力值减小，能量值急剧增大 )。在应力第1次出现

裂纹扩展和新生裂纹产生，试件完整性好，预制裂

“阶梯式”变化前，试件能量值主要在100以下，AE

纹周围没有产生新裂纹。

事件零星分布；当应力值发生第1次突变时，能量值

( 3 ) 初始拉伸裂纹阶段( 第③段 )：应力达到峰值

突变到40 000( 试件3-2为20 000 )左右，增加了400

强度64.4%时，能量出现第1次突变，裂纹开始起裂，

倍，AE事件数目增多，表面出现宏观裂缝，观测到与

试样表面出现拉伸裂纹A-1；随后应力仍近似以斜

预制裂纹尖端有关的翼裂纹或拉伸裂纹( 图3中A-

率k'=7.1×10 的直线增加，能量值伴随有突变，表明

1、图4中B-1、图5中C-1、图6中D-1 )产生。随着荷载

试件内部出现多处裂纹起裂、扩展但没有贯通。



的增大，在应力第1次突变后至第2次突变的时间段

( 4 ) 剪切裂纹阶段( 第④段 )：应力达到17.25 MPa

内，能量值在5 000左右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AE事

时，能量出现第2次突变，能量为49 753，试样表面出

件数目以相对稳定的速度增加，表明次生裂纹或内

现剪切裂纹A-2；应力以斜率k''=8.3×10 的直线增

部细小裂纹产生，其聚集成核是一个稳定的发展过

加，裂纹出现贯通造成表面显现次生裂纹，预制裂

程。当应力值出现第2次突变时，能量值再次突变

纹尖端成核，但是试样仍有一定的承载力。



到20 000～40 000，AE事件数目递增，表面出现宏观

( 5 ) 裂纹宏观破坏阶段( 第⑤段 )：当应力达到峰

裂缝，产生次生拉伸裂纹、剪切裂纹( 图3中A-3和A-

值强度时，能量出现第3次突变，预制裂纹尖端出现

4、图4中B-2和B-3、图5中C-2、图6中D-2 )。随着荷

拉伸裂纹A-5，该裂纹迅速向下部扩展，同时各裂纹

载增加到峰值强度，能量值增加到10 000左右( 试件

扩展到四周边界，开度增加，最终试件应力曲线急

2-3为40 000 )，AE事件分布开始集聚，多种类型裂纹

剧下降，整体骨架破坏。
总结其声发射特征具有如下3点：

出现。随后应力直线下降，强度无反弹现象，试件
完成破裂。声发射监测能量信号为相对能量，没有

( 1 ) 裂纹起裂和试件整体破坏时具有传播速度
快、能量高的特点，边缘裂纹宽度40，50 mm时，第1

单位。
以试件1-1通道1( 注：同一试验的声发射6个通
道完全同步 )声发射监测数据为例，结合图7( a )进行

次 出 现 能 量 峰 值 时 间 早 于 边 缘 裂 纹 宽 度 25 ，
30 mm。
( 2 ) I型破坏产生在线弹性阶段，而大多数剪切与

分段分析，试件在压缩过程中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
初始压密阶段、弹性阶段、初始拉伸裂纹阶段、剪切

次生裂纹产生在峰值强度附近，其能量水平远大于

裂纹阶段和裂纹宏观破坏阶段，如图8所示。

拉伸裂纹起裂点能量值。

应力/MPa

16

应力
能量

k′′
k′

12

⑤

( 3 ) 应力-应变曲线在I型破坏起裂时出现较为明

40 000

显的阶梯状波动，并对应产生能量峰值。分析其原

30 000
20 000

8

③

k
4
0

50 000

10 000

裂瞬间，试件承载能力短暂下降，在应力-应变曲线

①
0
800 1 200 1 600 2 000 2 400 2 800 3 200
时间/s

图8
Fig. 8

积聚的能量释放，导致AE信号产生峰值，I型破坏起

④

②
400

因是加载过程中，预制裂纹尖端产生应力集中，能
量积聚，当裂纹尖端K%超过材料K%&时，I型破坏起裂，

能量

20

上表现出阶梯状波动；II型裂纹起裂后，能量信号突
变式增长，此时II型裂纹起裂与试件破坏混在一起，
信号归属难以区分。

试件1-1声发射特征曲线

A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men No. 1-1

3
( 1 ) 初始压密阶段( 第①段 )：应力曲线呈上凹
型，由于试样为人工配制均质材料，能量与计数较

3.1

边缘裂纹传播过程数值模拟
模拟方案及参数


试验采用FRACOD 对宽度l为25～50 mm的边

少。


( 2 ) 弹性阶段( 第②段 )：应力以斜率k=8×10 的

缘裂纹进行单轴加载传播过程模拟研究。设计试

直线增加，能量值较小，没有出现突变现象。这是

件尺寸100 mm×200 mm，岩石及裂纹基本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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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定以实测参数为基准，见表2
表2
Table 2

。

3.2

数值模拟试验分析
裂纹宽度l=25 mm时，单轴加载条件下裂纹传

岩石及裂纹基本力学参数'(

Values of the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播路径如图9( a )所示，总位移如图9( b )所示，第10，

the intact rock and fractures'(

142步主应力分布分别如图9( c )，(d )所示。裂纹传播
路径与图5中类岩石试验结果相似，主要拉伸裂纹

参数

值

单位

Young’s modulus E

42.47

GPa

Poisson’s ratio v

0.22

—

纹尖端处。由主应力分布图9( c )可知，裂纹尖端受

Fracture toughness K)*

0.1

+,MPa·m

到的拉应力最大( 26.5 MPa )，拉伸裂纹A-1从预制裂

Fracture toughness K))*

2.0

+,MPa·m

纹尖端起裂，预制裂纹处产生明显卸载，最小主应

Shear stiffness K.

1 000

GPa/m

力为0，远低于试件其他部位；随着加载继续进行，

Normal stiffness K/

1 000

GPa/m

拉伸裂纹沿加载方向传播，试件破坏时，主应力分

Cohesion c

3.47

MPa

布如图9( d )所示，最大主应力为327.6 MPa，主要集中

Friction angle

30.2

(°)

A-1，A-5出现，总位移最大值为4.7 mm，位于预制裂

于裂纹结点，拉伸裂纹A-5及次生裂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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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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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裂纹传播路径
( b ) 总位移(max=4.7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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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60

0

0
X轴/m

0.05

( c ) 第10步主应力分布
Slipping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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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0.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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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 d ) 第142步主应力分布
Fracture with water

裂纹宽度l=25 mm的数值模拟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crack width l=25 mm

裂纹宽度l=30 mm时，单轴加载条件下裂纹传播

路径、总位移、主应力分布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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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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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宽度l=30 mm的数值模拟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crack width l=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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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传播路径与图4中类岩石试验结果相似，

174步主应力分布分别如图11( c )，(d )所示。裂纹传

主要拉伸裂纹B-1，B-2和B-3( 图4中B-3为剪切裂

播路径与图5中类岩石试验结果相似，主要翼状拉

纹 )出现，总位移最大值位于拉伸裂纹B-3上部，为

伸 裂 纹 C-1 ，C-2 和 C-3 出 现 ，总 位 移 最 大 值

1.24 mm。加载初期，预制裂纹处主应力卸载明显，

1.05 mm。模型计算至第10步时，在预制裂纹尖端右

预制裂纹尖端下部产生明显的应力集中，最大拉应

下部出现主应力集中区，拉应力最大值20.9 MPa，产

力为33.3 MPa，拉伸裂纹B-1起裂，方向与预制裂纹

生拉伸裂纹C-1，与加载方向呈86°向下传播，如图

方向呈85°；随着加载作用力增加，最大主应力增加

11( c )所示。当计算至174步时，主应力及拉应力增

217.6 MPa，仍位于预制裂纹尖端周围，拉伸裂纹B-

大，裂纹传播的长度及条数增多，主应力集中区仍

1，B-2和B-3与预制裂纹Pef端部形成破坏核区。

位于预制裂纹尖端附近，但区域增大，拉伸裂纹在
起 裂 点 附 近 形 成 破 坏 核 区 ，拉 应 力 最 大 值 为

裂纹宽度l=40 mm时，单轴加载条件下裂纹传
播路径如图11( a )所示，总位移如图11( b )所示，第10，

30.6 MPa，如图11( d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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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with water

裂纹宽度l=40 mm的数值模拟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crack width l=40 mm

裂纹宽度l=50 mm时，单轴加载条件下裂纹传播

路径、总位移、主应力分布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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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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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with water

裂纹宽度l=50 mm的数值模拟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crack width l=50 mm

裂纹传播路径与图6中类岩石试验结果相似，

总位移最大值位于预制裂纹中部( D-2起裂点 )，为

主要拉伸裂纹D-1，D-3和D-4及剪切裂纹D-2出现，

1.07 mm。加载初期，预制裂纹尖端产生主应力集

033035-8

张保良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3( 2020 )：033035

中区，但在裂纹尖端上部试件受到18.8 MPa的最大

( 3 ) 通过数值模拟试验，单轴加载条件下岩石拉

拉应力，产生拉伸裂纹起裂点，裂纹沿82°方向开始

伸裂纹起裂角为82°～86°，沿着最大主应力方向传

传播；预制裂纹处产生了应力卸载，试件主应力分

播 ；随 着 裂 纹 宽 度 增 加 ，总 位 移 由 4.7 mm 降 低 到

布形成了左部为小，右部为大的规律，这种左右不

1.07 mm，最大拉应力由58.2 MPa减小到26.8 MPa；

均形成了中部拉伸破坏产生。随着加载作用力增

数值模拟试验中裂纹传播路径与类岩石力学试验

加，最大主应力增加到152.6 MPa，位于预制裂纹尖

结果相似，随着加载强度增大，试件自上而下产生

端前部；与类岩石中不同的是剪切裂纹D-2起裂点

贯通试件的拉伸裂纹，并伴随剪切裂纹、次生裂纹

在预制裂纹的中部，但试件整体仍呈现拉伸破坏形

发育，最终表现为拉伸破坏形式。

式，最大拉应力为26.8 MPa，如图12( d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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