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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蠕变 - 冲击试验研究———现状与展望
朱万成,牛雷雷,李少华,李 帅
( 东北大学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岩石破裂与失稳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在深部岩体工程中,爆破等开挖扰动是触发岩爆的关键性因素,然而岩爆通常是滞后于爆

破扰动一段时间才发生,表现出明显的时滞性,这给岩爆的预测和预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岩石蠕
变 -冲击力学行为的研究是揭示滞后型岩爆的力学基础。 因此,蠕变 - 冲击受力条件下岩石的力学
特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工程应用价值。 本文阐述了岩石蠕变 - 冲击力学特性研究的工程
背景及意义,重点介绍了蠕变加载条件下岩石的力学特性、岩石蠕变 - 冲击试验研究的现状,并综

述了蠕变 -冲击载荷下岩石力学行为的研究进展。 在此基础上,展望了岩石蠕变 - 冲击力学研究的
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包括试验设备的改进与试验方法、蠕变 - 冲击过程中岩石的损伤表征、岩石在

蠕变 -冲击条件下的本构关系、该试验研究对于岩体损伤与破坏预测预警的理论意义等方面,指出
了未来岩石蠕变 -冲击力学性能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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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ep-impact test of rock:Status-of-the-art and prospect
ZHU Wancheng,NIU Leilei,LI Shaohua,LI Shuai

( Center for Rock Instability and Seismicity Research,School of Resource and Civil Engineering,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China)

Abstract:The excavation disturbances,such as blasting,play a crucial role to trigger the rockburst in deep rock mass

engineering. However,the rockburst usually lags behind the blasting disturbances,which brings great difficulties to pre-

dict rockburst and provide early-warnings. Therefore,ther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

spectives to study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rock under the creep-impact loading. To begin with,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under the creep-impact loading are presented.

Then,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rock under creep loading and research progresses of rock under the creep-impact

loading test are reviewed. Meanwhile,the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rock under the creep-impact loading conducted by

the authors are introduced.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provides the research prospect of the rock creep-impact loading,

which includes the improvement of test machine and method,damage characteriz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onstitutive
relation of rock under creep-impact loading,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edicting and early-warning of rock damage
and failure and so on. In the end,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reep-impact test of rock.
Key words:rockburst;dynamic disturbance;creep-impact experiment;time-lay effect;rock damage
在深部开采过程中,岩爆和塌方是比较常见的突

而且常严重威胁到施工人员及机具的安全。 岩爆等

发性矿山动力灾害。 岩爆和塌方不仅影响施工进度,

矿山动力灾害发生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主要可分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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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外因两种:内因主要有岩体结构和围岩的赋存环
境,赋存环境主要指地应力、渗透压力和地温等;而外

因主要是指开采扰动等因素 [1] 。 岩体赋存环境是孕
育灾害的温床,而开采扰动则是触发灾害的关键性条
件。 如,爆 破 往 往 是 触 发 深 部 围 岩 岩 爆 的 主 要 诱

因 [2] 。 因此,要想探寻爆破扰动对于深部围岩发生

岩爆或塌方的影响,迫切需要在认识岩体结构特征的
基础上,揭示动态扰动触发岩体发生流变失稳的机
理、条件及前兆规律,发展面向工程问题的灾害分析
预测预警方法,并据此开展针对性的灾害防控,这是
确保矿山安全开采的必由之路。
针对爆破开挖扰动与岩爆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

者做了深入研究。 WHYATT 等 [3] 通过对 Northern Idaho 矿区 60 a 的岩爆发生时间的统计指出,约 75%

的岩爆发生在爆破活动时或爆破活动数小时之内。
石长岩 [4] 针对红透山铜矿( 开采深部 1 000 m 以上)

岩爆的发生时间进行了统计,发现岩爆的发生受爆破
活动影响很大,多数的岩爆发生在爆破活动之后的几
小时内。 隧道工程实践表明,岩爆一般在爆破后的一
定时间段内发生,并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同时,采

用“ 短进尺、弱爆破” 可以有效地控制岩爆 [2] ,在采用

TBM 施工的隧道可能不发生岩爆,而采用钻爆法施
工的隧道就可能发生岩爆 [5] 。 南非对深部开采中爆
破和岩爆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在爆破

2 h 内,岩爆的发生次数要比其他时间段发生的岩爆
次数高出几倍到几十倍 [6] 。 国内采用炮采的地下煤
矿也 都 不 同 程 度 地 存 在 爆 破 诱 发 冲 击 地 压 的 问

题 [7-9] 。 在锦屏二级水电站工程辅助洞施工过程中
发生的岩爆,在发生时间上也表现出与爆破有类似的

联系 [10] 。 文献[11] 总结了岩爆发生的时刻,认为大
致可区分为早期活跃性岩爆( 开挖放炮后 0. 5 ~ 24

h) 、间歇性岩爆( 开挖后数日到 1 ~ 2 个月) 和延迟性

岩爆( 开挖数月后发生) 。 以上的工程实践表明,岩
爆与爆破在空间与时间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12-15] ,爆

破等开挖扰动是岩爆的诱发因素 [2,12] ,岩爆( 或冲击
地压) 往往在爆破扰动后滞后一段时间发生,表现出

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 [16] ,这给准确预报和预警岩爆
的发生时间带来了极大困难。

根据爆破开挖扰动触发岩爆的时间效应,爆破对

岩爆产生作用的特征应该包括如下 2 个方面:

第一,爆破触发瞬时型岩爆。 首先,爆破开挖引

起围岩乃至整个矿山结构几何形状的变化,故会引起
围岩应力的重新分布,进而导致围岩局部的应力集中
和形成开挖损伤区,乃至于失稳与破裂,这反映了开

应力波,未必对远区的岩体产生直接破坏,但会造成
远区岩体原有裂隙扩展和局部损伤,当它传播到临空
面或结构面时会诱致岩体的剥落破裂 [17] ,亦可能使
得处于高应力状态的岩体所处于的非稳定平衡状态
被打破,从而导致岩爆的发生。 这反映了爆破对于岩
爆触发的动力学效应。 因此,爆破瞬时触发岩爆往往
是开挖静力学效应和爆破应力波引起的动力学效应
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是其中之一为主
要因素,另外一种为次要因素。
第二,岩爆滞后于爆破发生。 在深部高应力条件
下,即便是硬岩亦具有明显的流变特征 [18] ,尤其是对
于爆破开挖引起损伤的围岩,其流变性( 时间效应)
变得异常明显。 典型的岩石蠕变试验表明,岩石的稳
定蠕变过程亦伴随着围岩应力的调整和重分布,这实
际上是岩石中能量消散的过程,这种能力的转移和释
放对于防止岩爆是有益的。 如果爆破扰动的量级不
足以触发围岩的失稳破裂,但多次的爆破却会在微观
至细观尺度上引起围岩的损伤累积,加剧局部应力环
境的恶化,进而加速岩体流变的进程。 如果岩体中储
存有足够的应变能,爆破应力波对岩体带来的扰动损
伤将有可能在爆破后的一段时间内诱致岩体加速蠕
变,围岩便会以岩爆的形式发生失稳破裂 [19] 。 这说
明爆破等开挖扰动与岩石的时间效应对岩爆的发生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虽然爆破应力波的作用未必立
即激发岩爆等动力事件,但岩爆多滞后于爆破发生的
事实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综上所述,无论是爆破开挖瞬时触发的岩爆,或
是滞后于爆破发生的岩爆,必然都与爆破应力波的传
播及其扰动引起围岩的损伤有关。 如上两个方面反
映了爆破动力学过程、岩石静力学及流变学过程相互
作用引起围岩发生失稳破裂的复杂力学效应。 因此,
对于岩爆滞后于爆破发生的情形,为了预测岩爆的发
生时间,除了如上提到的静力学效应和动力学效应共
同作用的结果,岩体的流变 - 冲击扰动效应也是特别
需要考虑的方面。 爆破开挖的瞬时效应可采用岩石
动力学的方法来研究,而岩爆的时间滞后效应则可用
流变效应来表达。 如此,开展岩石的蠕变 - 冲击扰动
力学响应特征的研究,是研究爆破诱发深部岩体失稳
破裂具有时间滞后效应的基础,对于认清矿山开挖爆
破对岩爆的触发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岩石的蠕变力学特性和岩石的蠕变 - 冲
击力学试验研究方面进行综述,并对蠕变 - 冲击的进
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1

挖的静力学效应;其次,爆破应力波( 或地震波) 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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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间而持续增加的性质 [20] 。 岩石材料的蠕变力学
特性对深部巷道、边坡工程和隧洞等岩体工程的长期

稳定性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21-23] 。 如图 1 所示,通

一个损伤过程。

2

蠕变 -冲击条件下岩石的力学行为
对于处于 蠕 变 状 态 的 岩 石, 在 冲 击 扰 动 ( 如 爆

常情况下,可以根据应变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将岩石
的蠕变 -时间曲线分为 3 个阶段:减速蠕变阶段、稳

破) 的作用下,岩石的变形、损伤与破坏过程将受控

段,蠕变应变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大,但是应变率随时

变扰动效应” 最早由高延法教授提出,它反映了动态

定蠕变阶段 和 加 速 蠕 变 阶 段

[24-27]

。 在减速蠕变阶

间的增加而减小;在稳定蠕变阶段,蠕变应变曲线近
似一倾斜直线,应变速率大体不变;在加速蠕变阶段,

于蠕变和冲击 2 个应变率范畴的响应。 “ 岩石的流

扰动对于岩石蠕变力学特性的影响规律 [41-42] 。 高延

法教授指出深井条件下软岩巷道处于强流变状态,很

蠕变应变速率随时间的增加而持续增大,直至岩石试

容易因外部开采扰动的影响而加剧流变状态,强调了

件破坏。 对于脆性的岩石,加速蠕变多表现为失稳破

研究动态扰动对岩石流变特征研究的必要性,并认为

裂。

岩石存在一个“ 强度极限邻域” ,即当岩石所承受的

应力值处于强度极限邻域内时,在外部动态扰动作用
下岩石会产生相应的蠕变变形;当岩石所承受的应力
值处于强度极限邻域外时,在外部动态扰动作用下岩
石不会产生相应的蠕变变形。
2. 1 蠕变 -冲击载荷下围岩的变形特征
在深部高应力条件下,硬岩也表现出明显的蠕变

性质 [18,43] 。 HODGSON [44] 在 East Rand 矿 监 测 了 开
图1

Fig. 1

采过程中的巷道的连续收敛变形,认为收敛变形的时

岩石蠕变过程中应变-时间曲线

间效应是由于开采面前方破裂带迁移的时间效应造

Strain-time curve during rock creep

早在 1939 年 GRIGGS [28] 就对石灰岩、大理岩、页

岩与砂岩等岩石的蠕变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
明当恒定应力达到强度的 12. 5% ~ 80. 0% 时,岩石

就会发生明显的蠕变变形。 此后,众多学者对不同的
岩石开展了大量的蠕变试验,大多数研究关注于载荷
水平、围压大小、孔隙压力大小、温度、水以及初始孔
隙率等因素对岩石蠕变的影响

[29]

。 除此之外,一些

学者还研究了拉伸、剪切与扭转等条件下的岩石蠕变
特性

[30-35]

。

成的,并且预测当开采速度大于破裂带迁移速度时,
以稳定状态释放的能量会减少,从而增加岩爆发生的
概率。 COOK [45] 通过监测每天的微震分布规律,认为

在爆破时及爆破后很短时间内微震活动最频繁,但在
爆破之后的数天中依然有微震活动出现,这也说明岩
石破坏 过 程 具 有 时 间 效 应。 STEWAR 与 SPOTTIS-

WOODE [46] 统计了 Blyvooruitzicht 金矿爆破后 1 h 内

的微震事件累积数与时间的关系,发现微震事件累积

数随时间变化表现出明显 3 阶段趋势,即对应于爆破

事件的初始陡峭的线性阶段,微震事件累积率与时间

借助于损伤力学分析岩石发生蠕变过程中裂纹
萌生、演化和发展的规律,并基于此对加速蠕变予以
正确的解释和预测才有利于对流变失稳机理的认识。
声发射技术和 CT 技术用于岩石蠕变的监测,这为解

释岩石蠕变过程的机理提供了条件 [36-37] 。 岩石蠕变
的声发射试验表明,在蠕变初期声发射逐渐减少,所
对应的岩石蠕变速率也逐渐减少,反映此阶段岩石损

伤增量减小而且损伤不明显;当蠕变进入稳态阶段
后,岩石声发射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且近乎

成反比的第 2 阶段,以及微震事件累积率最低的第 3

阶段。 MALAN [18,47] 对采矿过程中的爆破活动与采场

变形的规律进行了监测,如图 2 所示。 在爆破时,采
场收敛变形瞬时增大,之后有一段约 5 h 的减速变形

阶段,而后经历稳定变形阶段。 这说明硬岩变形的时
间效应与爆破扰动的对应关系。 由此说明,大部分的
变形都是在爆破后的 5 h 内发生,而每次爆破之后采

场的变形会重复出现上述的规律。
2. 2 岩石蠕变 -冲击试验研究进展

岩石蠕变 - 冲击试验机必须能实现对蠕变变形

常数;在加速蠕变阶段,声发射呈明显增大的趋势,反

。 此外,通

过程中的岩石试样施加冲击载荷,并能对整个变形过

表述了岩石的损伤,由此可以得到岩石蠕变损伤演化

变载荷不仅能维持长期的恒定,而且能够在冲击扰动
之后很短时间内恢复到原有水平。 现有的蠕变 - 冲

映岩石蠕变损伤的开始以至于加速

[29,38]

过岩石试样的 CT 扫描,通过 CT 图像和 CT 数定量地

的规律

[39-40]

。 这些试验也进一步说明岩石的蠕变是

程中岩石的加载状态和变形过程进行跟踪测试。 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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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阶段流变扰动效应的本构方程。

图2

爆破影响下地下空间的蠕变变形 [18,47]

Fig. 2

Creep deformation of underground

opening affected by blasting [18,47]

击试验机主要包括静载加载系统、冲击扰动加载系统
以及数据采集系统。
为了研究岩石在扰动荷载下的流变力学特性及
其本构关系,崔希海等 [48] 研制了 RRTS - I 型岩石流
变扰动效应试验系统,如图 3 所示,其包括恒载重力

加载系统和扰动加载系统。 其中,恒载重力加载系统
采用砝码加载,并采用盘轮扩力和曲轴扩力两级扩力

的方式对重力进行扩力,扩力倍数可达 120 倍。 试验
过程利用链条将重锤的重力传递给盘轮,盘轮带动曲
柄连杆和压头,将压力施加在岩样上,实现轴向加载。
扰动载荷可以利用爆炸载荷或重物下落的冲击载荷
进行施加。 试验中可以通过雷管或其他的爆炸装置
进行爆炸以获得爆炸载荷。 利用不同质量的扰动加

图4

载块,使其在不同高度下落,对岩石试件施加不同应

Fig. 4

力幅值的扰动载荷。

岩石在不同蠕变阶段扰动次数-累积应变曲线

Relationship curves of impact number-accumulative
plastic strain in different creep phase

此后,范庆忠 [49] 根据蠕变扰动效应试验结果提
出岩石蠕变存在一个应变阈值,当应变小于该阈值
时,扰动造成的蠕变累积残余变形会逐渐趋于稳定;
当应变大于该阈值时,扰动造成的蠕变残余变形的发

展可分为衰减、近似等速和加速 3 个阶段,表现出与

常规蠕变相似的规律。 并以该应变阈值为界限将应

变状态分为扰动敏感和不敏感 2 个区域。 崔希海 [50]
进行了低围压条件下的岩石流变扰动效应试验研究,

图3

并提出了流变扰动效应敏感域的概念。 研究表明:

RRTS-I 型岩石流变扰动效应试验系统 [48]

Fig. 3

“ 流变扰动效应敏感域” 的轴向主应力下限值受扰动

RRTS-I testing system for rock

应力幅值和围压应力大小的影响;扰动应力幅值越大

rheological perturbation effect [48]

利用 RRTS -I 型岩石流变扰动效应试验系统,高

延法等 [41] 进行了岩石蠕变冲击试验,统计了不同蠕
变阶段岩石的蠕变扰动效应,结果如图 4 所示。 可以

看出,在岩石不同的蠕变阶段施加冲击扰动后累积变
形与扰动次数的规律相差很大,这与岩石的应变状态

围压越小,轴向主应力下限值就越小。 并且对比分析
了爆破扰动与冲击扰动对岩石流变的影响,得出爆破
扰动载荷对岩石流变产生的影响大于同样大小的冲
击扰动应力对岩石流变产生的影响,即岩石流变对爆

破扰动更敏感。 付志亮 [51] 结合 CT 微观扫描图研究

了扰动作用下岩石的蠕变破坏特征,得出在扰动状态

密切相关,即越接近其变形极限,岩石蠕变变形对扰

下岩石试件发生的蠕变微破坏是以微破裂开始的,较

动越敏感。 同时根据试验结果建立了岩石在不同蠕

小的蠕变微破裂能引起较大的微破裂,岩石的最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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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动滑轮组可以扩力 5 倍,2 个液压缸可以

坏是由大量的微破裂以及微破裂的贯穿造成的。
在此基础上,高延法等 [52] 研发了 RRTS - II 型岩

扩力 16 倍。 通过两级扩力,扩力倍数为 80 倍。 扰动

采用重力加载的方式,采用齿轮和液压系统实现两级

到不同高度,然后落锤自由下落,对岩石试件施加不

石流变扰动效应试验仪。 该试验仪的轴向载荷依然

扩力,压力可达 100 MPa, 扩力比达到 60 ~ 100 倍。
扰动系统利用冲击砝码进行施加。 冲击砝码分为 5

kg 和 10 kg 两种,冲击距离为 0 ~ 400 mm。 扰动载荷

测试采用 UBOX 爆破振动记录仪实现自动记录扰动
[53]

荷载 振 动 量 的 大 小 和 波 形 的 采 集。 王 波
依据
RRTS -II 的试验结果推导了多次扰动后的累计变形
量表达式,并计算了爆破引起的围岩变形量和围岩应

系统采用电磁继电器,将不同质量和形状的落锤提升
同峰值和波形的冲击载荷。 动态应力波波形的测量
采用粘贴在压头上的应变片进行测量。
这种采用砝码加载装置的不足在于:由于摩擦阻
力不是恒定值,导致实际扩力倍数与理论扩力倍数之
间的差距较大,如图 6 所示。 因此不能用重物的质量
( 重力) 乘理论放大倍数计算载荷,无法事先准确设
定岩样应力,载荷控制精度难以满足要求。

力峰值点的位置。 黄万朋 [54] 通过华丰矿 -1 100 m 中

央变电所巷道围岩粉砂岩试件的流变扰动效应试验,

得出此岩石的“ 强度极限邻域” 的左边界阈值应力与

长期强度 相 当, 其 应 变 阈 值 为 极 限 应 变 的 79% ~

85% ,从而为深部巷道长期稳定的支护设计提供了理
论基础。

综上所述,高延法团队关注了岩石蠕变 - 冲击的

受力状态,提出了蠕变扰动效应的概念,重点研究了
岩石扰动后由蠕变效应产生的累积变形量,并给出了
多次扰动后的累积变形量本构关系。 同时,高延法团
队建立了强度极限邻域的概念,当围岩应力状态处于
强度极限邻域内时,一旦外部扰动作用,在某些软弱
单元和软弱连接面处就可能发生局部变形破坏,从而
形成蠕变扰动效应。 这些研究为岩石蠕变 - 冲击试
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

参考。
王青元等 [55-56] 对轴向恒载系统与扰动载荷系统
进行了改进,重点研究了动态扰动后岩石的蠕变变
形、损伤及破裂随时间的演化规律。 如图 5 所示,轴

向恒载系统采用滑轮组和截面积不同的液压缸( 液

Fig. 6

等

图6

扩力倍数与加载质量的关系

Load stress multiple of rock rheology-impact test machine

为了克 服 砝 码 加 载 带 来 的 不 利 影 响, 朱 万 成

[57-58]

对轴向恒载系统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种全

液压高精度稳压系统,如图 7 所示。 该系统以蒸馏水

为介质,精密减压阀上游采用大容积蓄能器储能,储

有高压水源( 压力高于加载液缸下腔的水压) 。 通过

精密减压阀设定加载压力。 当加载液缸压力小于设
定压力时,高压水源经过精密减压阀后为加载液缸补
水,使加载液缸压力恢复到设定值。 当加载液缸由于
各种原因压力超过设定值时,精密背压阀开启,放出
多余超压水,使液缸压力降到设定值。

压缸 A 和液压缸 B) 组合的方式对砝码重力进行扩
大。

Fig. 5

图5

采用砝码加载的岩石流变-冲击试验机系统

Rock rheology-impact test machine that loaded by weight

Fig. 7

1—加载砝码;2—砝码托盘;3—扩力滑轮组;4—液压缸 A;
5—液压缸 B;6—手摇加压泵;7—压力传感器;

8—温度控制器;9—电磁落锤;10—数据采集系统

图7

岩石蠕变-冲击试验机

Photograph of the rock creep-impact test machine

如图 8 所示,采用上述的全液压非伺服高精度稳

压系统,试验机加载液缸水压与试验机载荷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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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关系,可以从液缸压力直接计算试验机载荷和岩

样应力。 同时,如图 9 所示,在长期加载过程中载荷

输出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最大相对误差在 ±0. 6% 以
内,因此岩样应力可以保持长期稳定,精度满足蠕变

案,每 12 h 施加 1 次冲击扰动,以模拟矿山爆破载荷

对于围岩的作用,冲击扰动后使岩石继续蠕变变形,

实时监测蠕变过程中应变与声发射随时间的变化规
律。

试样对保载精度的要求。

如图 10 所示,岩石试样的蠕变 - 冲击试验中,冲

击扰动后,岩石试件的轴向应力和应变瞬时增大,声
发射撞击率增大,声发射 b 值降低;但轴向应力会在

300 μs 左右恢复到冲击前的水平,以继续发生蠕变。
在之后的蠕变变形过程中,随时间的延长,轴向应变

与体积应变都经历了减速蠕变阶段与稳定蠕变阶段,
声发射累积能量和 b 值表现出与轴向应变相对应的
规律,在稳定蠕变阶段的声发射撞击率表现为逐渐降

Fig. 8

图8

低。 在岩石试样的加速蠕变的瞬间,轴向应变、体积
载荷与水压力的关系

应变、声发射撞击率与声发射累积能量都急剧增加,

Relation between force and water pressure

声发射 b 值出现急剧下降,随后又出现升高,但是依
然小于下降之前的值。 这种声发射的响应特征,是否
能够被视为是失稳的前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实际上,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已经利用岩石蠕变 -

冲击试验机开展了砂岩的试验研究,探讨了试样的蠕
变应力、动态冲击载荷的波形等对于试样损伤及最终
发生加速蠕变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工作详见相关文

图9

Fig. 9

献 [55-58] 。

3

载荷随时间的变化

Force variation with time

利用基于全液压非伺服高精度蠕变稳压系统的
岩 石蠕变 - 冲击试验机,朱万成等 [57] 改进了试验方

Fig. 10

图 10

岩石蠕变 -冲击力学特性研究发展趋势
到目前为止,对爆破等动态扰动如何诱发围岩发

生塌方或者岩爆,尤其是破坏具有时间滞后效应的机

岩石蠕变-冲击试验中应变-时间曲线与声发射-时间曲线

Strain-time curve and AE-time curve of rock sample under creep-impac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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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尚不明确,这严重制约了将理论模型推向数值计算

验结果和建立岩石的本构关系奠定基础。

以实现工程应用,同时也导致现场测试数据的解释缺

但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应变率段,岩石试样内部

乏应有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工程应用中体现为:

微裂纹的演化过程以及裂纹的扩展形态也不尽相同。

即便获取了大量监测数据,岩爆等矿山动力灾害的发

随应变率的提高,破坏后的岩石会从单一裂纹的剪切

生地点是可预测的,但发生的时间仍无法预测。 由此

破坏演变为多裂纹共存的劈裂破坏,这表明,岩石内

来看,矿山动力灾害的预测预警,目前仍是重大的工

部微破裂的数量也会增加。 因此,单纯地采用声发射

程技术难题。

撞击率、声发射累积能量对岩石的损伤演化进行表征

为了揭示爆破等开挖扰动触发深部岩石巷道发

是不全面的。 如何在不同应变率段利用声发射等手

生岩爆的机理,首先需要对动态扰动对于触发岩体发

段对岩石的损伤演化过程进行准确表征是一个关键

生流变失稳的机理、条件及前兆规律这个科学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然后借助于数值模拟与现场微震监测等

问题。

3. 2

蠕变 -冲击条件下岩石的本构关系

技术手段,进行工程问题的针对性研究,以期为岩爆、

岩石蠕变和岩石动态扰动代表岩石受力后的两

塌方等矿山动力灾害的时空预测提供技术支撑。 按

个应变率过程,以往的岩石力学研究及模型中通常把

照此技术路径,面向未来,尚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开

两者作为独立的过程进行研究。 为了研究岩石在蠕
变 -冲击条件下的力学响应,必须在本构关系中体现

展研究。

3. 1

试验设备的改进与试验方法的研究

试验设备与试验方法是开展岩石力学试验的先
决条件。 当前,岩石蠕变 - 冲击试验及相关试验方法

这两个应变率范畴的力学响应,必须要考虑两者之间
的相互作用。 因此,岩石的蠕变 - 冲击响应,虽然是

蠕变在前,扰动在后,扰动过后继续蠕变,但这个过程

尚不成熟,因此试验设备的研发与试验方法的改进有
待加强。 以往的研究主要针对岩石在单轴蠕变 - 冲

不只是蠕变试验与动态扰动试验的简单叠加,应该将

有很大距离。 矿山岩爆可以分为应变型岩爆与滑移

岩石的损伤与破坏是岩石在载荷作用下内部的

型岩爆,而且,在开采过程中,岩石所受的应力状态极

微裂纹萌生、发展、聚集形成宏观断裂面,最终失稳发

其复杂。 应该针对不同的岩爆等灾害类型,研制多轴

生加速蠕变的过程。 在整个过程中,岩石的损伤是不

击条件下的试验,这与工程实际中岩石的受力状态还

受力状态下的岩石蠕变 - 冲击试验装置,研制剪切面
蠕变 - 冲击试验装置, 并制定相应的试验方案。 同

两个应变率下的响应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过程。

可逆的,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才是建立本构关系的基
础。 因此,笔者的思路是:首先采用试验手段对岩石

时,深部矿山的岩石处于不同湿度、温度、孔隙压力等

在不同应变率段的损伤演化过程进行研究,基于室内

赋存环境。 因此,为了模拟工程实际中岩体或岩石的

试验测试数据找出表征不同应变率段岩石损伤演化

地质环境以及受力条件,需要开展处于不同湿度、温
度、孔隙压力等赋存条件下的蠕变 - 冲击试验,研发

的表征参数,实现岩石损伤的有效表征;然后,以岩石

新的试验设备并改进相应的试验方法。
此外,在整 个 蠕 变 - 冲 击 载 荷 作 用 下 的 岩 石 变

形、损伤直至破裂的整个过程,可以岩石的损伤为主

的损伤为主线,把不同应变率下岩石的损伤过程的本
构关系进行关联,从而实现两个应变率范畴岩石力学
响应的耦合分析。

3. 3

线对该过程进行全过程表征。 无论在蠕变阶段还是

工程岩体蠕变 -冲击效应的研究
岩石蠕变 - 冲击力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准

在冲击阶段,岩石都在发生不可逆的损伤,并且损伤

确预测或预警矿山动力灾害发生的时间。 从室内试

累积是发生失稳破裂( 即加速蠕变) 的根本原因。 声

验尺度获取的理论模型,要推向工程应用,数值模拟

发射试验是表征微破裂时空演化的有效手段,可以实

方法是重要的手段,这就需要利用等效介质理论和数

现实时、连续的监测,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

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从试验室尺度到现场尺度
( 空间尺度 +时间尺度) 的尺度升级,建立基于等效连

施加冲击扰动过程中,动态扰动所形成的震动会与冲
击扰动过程中岩石的声发射信号形成叠加,因此,能

续介质模型的数值模拟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

否将动态扰动过程中岩石的声发射信号与冲击扰动

基于现场的监测数据来实现岩体及其损伤的等效表

所产生的干扰信号进行分离是利用声发射对岩石在
蠕变 -冲击条件下进行损伤表征的一个关键技术问

征,然后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工程岩体响应的数值

题。 在试验过程中可以采用声发射监测等手段跟踪

和参数的标定,并进行后续的数值模拟预测,包括预

岩石的损伤,并对损伤进行定量化表征,将为分析试

测和预警灾害发生的时间;如此形成了现场监测与数

模拟预测;然后,以监测数据为基础,对模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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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模拟相互结合的岩体损伤与破坏评价方法,最终实

测到的波形信号与其源信号并不能很好地对应。 因

现基于监测的模拟和基于模拟的预警,这是将岩石力

此,需要开展应力波在复杂岩体中的传播及其诱发损

学理论模型应用于工程灾害预测预警的必由之路。

伤的机理,以此为基础提高岩体中微震信号传播及其

在这方面主要涉及 2 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1) 针对工程问题进行尺度升级 ( upscaling) 的

理论与方法

定位的精度。
实际上,针对工程问题建立的岩体结构模型和地
应力等边界条件的赋值永远无法再现工程实际,但希

对于现场尺度的研究,需要从矿山现场实际出

望能够基于测试数据尽可能地表达岩体的实际。 模

发,将等效介质理论与数值模拟相结合,实现从试验
室尺度到现场尺度( 空间尺度 + 时间尺度) 的尺度升

型越精细,则数值模拟的计算量就越大。 如何选取合

级,这需要根据现场实际选取合适的等效介质理论进

阶段面临的首要问题。 云计算技术为现场岩体力学

行尺度升级。 建立的数值计算模型,要尽可能精细地

参数的选择与大规模计算提供了可能。 未来可以借

表征岩体的结构特征,尤其是抓住主要的岩体结构特

助云计算技术对现场监测的数据进行分析,选取合适

征对岩体力学响应的影响,而且将区域的初始条件和

的岩体力学参数,然后对现场岩体的变形与损伤演化

边界条件在数值模型中得以确切的表达。

过程进行大规模的数值计算,将为矿山动力灾害致灾

从监测数据来看,从室内试验获得的声发射监测

适的岩体力学参数以及进行大规模的数值计算是现

过程的分析和灾害的预测预警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2)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和虚拟现实技术的矿山

数据到现场监测的微震监测数据,都需要进行理论和
技术方法的研究。 如,由于岩体结构的非均质性、非

动力灾害预警系统

连续性和本构关系的非线性,再加之采动损伤的影

为了对矿山动力灾害发生的时间实现准确的预

响,从震源发出的信号经过传输介质到达微震传感

测或预警,应建立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和虚拟现实技

器,信号会发生形态变化或模式转化,各个传感器检

Fig. 11

图 11

术相结合的矿山动力灾害预警系统( 图 11) 。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和虚拟现实技术的矿山动力灾害预警系统

Early-warning system for mining-induced disasters based on technologies of network of things,
cloudy computing and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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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矿山动力灾害的首要条件是获取围岩受开
采扰动后的应力场积累、应力释放和应力转移的详细
信息及其演化规律;通过构建基于物联网的监测系
统,可实现对岩体变形、变形损伤及孕灾过程的实时
跟踪,把握微破裂诱发的应力场扰动和重分布规律,
掌握人员设备等的位置和状态;基于监测与模拟相结
合的灾害分析预测方法,借助基于云计算平台的采动
岩体损伤与破裂过程的数值模拟,获得采场乃至矿山
区域的应力场和损伤场的分布特征;通过将监测和计

算数据在虚拟现实( VR) 系统中进行三维再现和分析

评价,进行采动诱发矿山动力灾害的预测分析。 该系

统的架构如图 11 所示。

该项研究涉及工程地质、地球物理、岩石力学、采

矿工程、监测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的交叉,借助于

4

结

论

(1) 目前岩石蠕变 -冲击试验系统的研制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第 1 阶段采用砝码的重力结合盘轮扩

力和曲轴扩力的方式施加轴向恒载,利用爆炸载荷或

者重物下落产生的冲击载荷施加动态扰动;第 2 阶段

采用砝码的重力结合齿轮和液压系统实现两级扩力
施加轴向恒载,利用冲击砝码或落锤施加动态扰动;

第 3 阶段采用全液压高精度稳压系统施加轴向恒载,
利用落锤施加动态扰动,由东北大学研发的该系统的

长期加载中载荷输出最大相对误差在 ±0. 6% ,具有

较好的保载效果,满足岩石蠕变试验要求。
(2) 在蠕变 -冲击试验中,冲击扰动后,岩石试件
的轴向应变瞬时增大,声发射撞击率增大,声发射 b

室内试验、数值模拟、现场监测和现场试验的研究方

值降低。 随后岩石试样经历了减速蠕变阶段与稳定

法,以岩石和岩体的损伤为主线,尚需开展如下方面

蠕变阶段,在加速蠕变出现后,轴向应变、体积应变、

的研究:

声发射撞击率与声发射累积能量都急剧增加,声发射

首先,从岩体结构和损伤的表征及建立岩体表征
单元体为出发点,建立结构面力学模型及岩体各向异
性参数定量化模型,建立岩体测试大数据的多层次多
尺度空间索引,实现数据的高效访问;在建立岩体变
形和微震监测历史样本库大数据的基础上,应用神经
网络、深度学习等机器学习方法,揭示岩体损伤与岩
体监测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基于监测大数据的
岩体损伤及参数表征方法,确定采场围岩细 - 宏观层

次的表征单元体,实现采场围岩的真三维地质及几何
建模。
其次,通过开展多应变率下岩石损伤与破裂的试
验研究,建立多应变率下岩石损伤与破裂的本构模
型;通过开展双节理试样在不同加载路径下剪切滑移
的试验研究,建立节理面滑移及失稳的本构模型;以
岩石和节理的本构关系为基础,实现现有的数值模拟
系统向云计算环境迁移,研发岩体损伤与破裂分析的
云计算分析系统,为采场围岩损伤及失稳破裂的分析
提供数值计算云平台。
最后,将基于岩体监测大数据挖掘和采动致灾过

b 值先急剧下降后升高,但依然小于下降之前的值。

(3) 应针对不同的岩爆等灾害类型,研制多轴受
力状态下的岩石蠕变 -冲击试验装置和剪切蠕变 - 冲

击试验装置;针对岩石处于不同湿度、温度、孔隙压力
等赋存环境,研发相应的辅助设备开展不同赋存环境
下岩石的蠕变 - 冲击试验研究;针对岩石蠕变 - 冲击

下的损伤破裂机理,以岩石的损伤为主线,把不同应
变率下岩石的损伤过程进行定量化和关联分析,从而
实现不同应变率下岩石力学响应的耦合分析;针对现
场矿山动力灾害预测或预警,需要搭建基于物联网、
云计算和虚拟现实技术的矿山动力灾害预警系统框
架,基于现场监测数据和试验室试验,采用数值模拟
方法进行工程岩体响应的模拟预测,形成现场监测与
数值模拟相结合的岩体损伤与破坏评价方法,最终实

现基于监测的模拟和基于模拟的预警,为矿山动力灾
害致灾过程的分析和灾害的预测预警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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